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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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旭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裘剑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苗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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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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604,618.75 1,568,115,691.64 14.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3,025,602.23 147,001,251.42 1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53,674,909.70 141,899,333.07 8.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7,432,841.43 126,015,945.57 40.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9 1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2% 4.0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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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4,718,265.02 6,660,086,381.54 -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37,536,584.99 3,810,291,395.62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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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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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2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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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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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4,673.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33,246.1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56,126.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55.91  

合计 9,350,69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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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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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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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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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10% 384,523,746  

质押 320,403,436 

冻结  

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93% 129,924,0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9% 38,310,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6% 11,239,22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66% 5,036,69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其他 0.57% 4,38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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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 3,123,28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三组合 其他 0.40% 3,072,982    

中国银行－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3,004,9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其他 0.33% 2,547,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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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84,523,746 人民币普通股 384,523,746 

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129,924,090 人民币普通股 129,924,0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3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0,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239,226 人民币普通股 11,239,22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5,036,698 人民币普通股 5,036,69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4,387,795 人民币普通股 4,38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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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281 人民币普通股 3,123,28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三组合 3,072,982 人民币普通股 3,07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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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004,9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4,9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2,547,854 人民币普通股 2,547,8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2019 年 4 月，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变更，其成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王旭宁控制的企业（详见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2019-027 号公告），即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与 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旭宁控制的企业，两者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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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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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99,508,222.17 2,572,242,442.79 -30.04%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所致 

应收票据  1,430,201,217.55 2,401,908,241.50 -40.46%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所致  

应收账款  369,307,004.62 170,334,201.29 116.81%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导致应收余额上升所

致  

预付款项 69,184,539.25 50,140,039.04 37.98% 主要系预付锁材款增加所致 

其中：应收利息 5,813,128.30 1,087,939.73 434.32% 主要系本期协定存款增加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 12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完成新疆创赢基金转让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90,337,951.37 212,098,049.34 84.04% 主要系本期购入理财期末暂未到期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453,798,187.73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科目

变更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26,841,947.24 -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科目

变更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77,485,101.11 -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科目

变更所致 

在建工程 6,288,302.49 9,525,015.95 -33.98% 
主要系本期部分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

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8,367,790.76 19,253,476.38 47.34% 
主要系本期支付未来期间摊销的广告费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46,522,129.66 98,823,262.64 -52.92% 主要系上年预提费用本年核销所致 

预收款项 189,766,860.04 539,246,286.69 -64.81% 主要系上期预收款项本期转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695,027.05 199,388,479.30 -94.64% 主要系上年预提年终奖金本年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54,319,810.04 139,042,561.43 -60.93% 主要系本期税金缴纳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15,301.54 349,699.95 304.72% 主要本期长期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1,531,428.55 2,279,999.98 -32.83% 主要系专利使用费摊销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121,575.67 -1,179,916.24 364.56%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累计的公允价值的变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61,100,660.84 39,446,295.01 54.90% 
主要系本期股权激励费用分摊及公司架构

调整差旅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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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6,556,838.69 4,085,495.12 60.49% 
主要系本期提高票据使用效率，贴现增加

所致 

其中：利息收入 -4,899,859.65 -2,543,023.73 -92.68% 主要系本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925,896.04 2,982,455.03 98.69% 
主要系本期按照集团坏账政策计提坏账准

备增加所致 

加：其他收益 166,400.00 2,772,400.00 -94.00%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5,917,137.06 4,811,943.50 230.78% 
主要系本期出售持有待售资产以及公司投

资的基金分红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3,678.36 -27,220.12 297.2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较去年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11,860.97 3,093,915.72 -34.97% 主要系本期罚没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67,590.00 2,338,230.32 -75.73% 主要系本期报废固资减少所致 

减：所得税费用 49,462,861.67 34,751,672.76 42.3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448,783.32 723,028.62 -576.99% 
主要系本期尚科宁家亏损，其存在少数股

东股权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62,455.33 401,182.51 -389.76%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汇率上升，产生反向外

币报表折算差异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448,783.32 723,028.62 -576.99% 
主要系本期尚科宁家亏损，其存在少数股

东股权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809,404.87 21,452,068.99 -49.61%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保证金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049,115.26 158,625,964.05 39.35% 主要系本期支付期间费用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432,841.43 126,015,945.57 40.80%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及票据到期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243,783.94 2,800,000.00 444.42% 主要系本期收回部分基金成本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115,163.83 3,695,657.53 38.41% 主要系本期公司投资的基金分红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6,206.90 30,230,770.00 -99.71% 

主要系上期预收房产处置款，本期没有所

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9,000,000.00 305,000,000.00 -64.26% 主要系本期赎回的理财资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9,445,154.67 341,726,427.53 -62.12% 主要系本期赎回的理财资金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033,560.37 981,489.94 310.96% 主要系本期购买固资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 2,419,784.89 -100.00% 主要系无对外投资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588,405.70 -51,674,847.30 -218.51% 主要系本期赎回的理财资金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67,462,275.60 -100.00% 主要系无其他筹资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67,462,275.60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筹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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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38,447,969.70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此项目发生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38,447,969.70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此项目发生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29,014,305.90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此项目发生所致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590,555.62 -2,426,224.34 124.34% 主要系本期汇率波动平缓所致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434,991.35 100,929,179.83 -86.69% 主要系本期赎回的理财资金减少所致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07,946,695.03 672,959,841.71 34.92% 主要系上期营收增长且回款较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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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8年11月8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预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少于（含）人民币4,000万

元，不超过（含）人民币8,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

/股，拟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期限为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止公告日，公司暂未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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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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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221,378,000.00  5,463,947.24    226,841,947.24 自有资金 

基金 232,420,187.73    14,853,181.85 59,918,095.23 277,485,101.11 自有资金 

合计 453,798,187.73 0.00 5,463,947.24 0.00 14,853,181.85 59,918,095.23 504,327,04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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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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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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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9 年 1 月 2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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