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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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曾芳勤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青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魏子凡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2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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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275,804,922.35

1,398,410,620.62

205.76%

407,196,427.99

303,706,739.56

34.08%

252,060,610.99

259,446,696.93

-2.85%

1,381,455,694.97

335,379,700.03

31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8%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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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6.7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3,695,519,353.92

9,658,203,589.33

14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88,359,787.92

4,105,607,029.77

170.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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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214,7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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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3,7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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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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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149,648,510.81

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379,825.16
1,961,872.17
155,135,8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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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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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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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107,197

0

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领胜投资（深圳）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61.02%

4,139,524,021

4,139,524,021 质押

109,000,000

汪南东

境内自然人

6.41%

434,734,400

326,050,800 质押

333,368,000

曹云

境内自然人

3.37%

228,571,428

228,571,428 质押

198,000,000

2.89%

196,103,812

196,103,812

1.45%

98,465,024

98,465,024 质押

1.38%

93,859,344

93,859,344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85,970,626

85,970,626 质押

83,3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85,714,284

85,714,284 质押

39,250,000

投资发展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57,313,750

57,313,750

0.75%

50,571,158

50,571,158 质押

深圳市领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陈国狮

境内自然人

96,296,400

深圳市领杰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赣州市科智为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美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赣州市联恒伟业
司
江门市华辉四方
投资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250,000

（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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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4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汪南东

108,68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683,600

46,926,952 人民币普通股

46,926,952

27,69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99,800

25,555,588 人民币普通股

25,555,588

21,01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13,600

17,016,504 人民币普通股

17,016,504

16,01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11,9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88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83,600

陈惠玲

14,328,436 人民币普通股

14,328,436

13,333,666 人民币普通股

13,333,666

13,333,366 人民币普通股

13,333,36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有
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吴捷
第一创业证券－国信证券－共盈
大岩量化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吕兆民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
托锐进 58 期源乐晟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金鹰基金－光大银行－金鹰勤道
资本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渤海信托
－渤海信托·恒利丰 220 号单一资
金信托
东吴基金－上海银行－东吴鼎利
6017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领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深圳市领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陈国狮、赣州市科智为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资有限公司、赣州市联恒伟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陈惠玲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

说明

人；曹云和深圳市聚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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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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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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领益智造”或公司）于2018年1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原上市
公司的业务基础上注入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简称“领益科技”）及其子公司的全部业务。
公司重组前后实际控制人发生了变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本次重组属于“反向购买”，基
于会计处理原则，本公司为法律上的母公司（会计上的被购买方）；标的公司领益科技为法律上的子公司
（会计上的购买方）。即，合并财务报表中，原上市公司业务于2018年1月31日并入领益科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原上市公司业务于2018年1月31日并入领益科技的财务报表。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末数2018年3月31日
的核算范围为领益科技与原上市公司的全部业务，期初数2017年12月31日的核算范围仅为领益科技的业
务。
由于期末的核算范围较期初新增原上市公司的业务，导致合并资产负债表各科目较期初数增长幅度较
大。具体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流动资产

期末

期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1,443,014.34

659,650.68

118.75%

本期末较期初数增长幅度较大，

926,537.59

306,169.68

202.62%

均由于2018年3月31日并入原上

1,111,170.55

545,865.87

103.56%

市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136,467.65

8,353.90

1,533.58%

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2.利润表
原上市公司业务于2018年1月31日并入领益科技的财务报表，合并利润表本期核算范围为领益科技1-3
月份业务和原上市公司2-3月业务，上年同期仅核算领益科技2017年1-3月份业务。
由于本期核算范围较上年同期新增原上市公司2-3月的全部业务，导致合并利润表各项目较上年同期变
化较大。具体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收入

业务模块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
比例

领益科技模块

248,644.79

139,841.06

77.81%

原上市公司模块

178,935.70

-

不适用

变动说明
2017年度新开发项目订单延续至2018年继
续完成，收入相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核算范围为本期2-3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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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27,580.49

139,841.06

205.76%
收入规模增长、并维持较为稳定的毛利率

领益科技模块

76,647.13

46,585.37

64.53%

水平，从而导致领益科技的毛利规模的向
上增长。

毛利金额
原上市公司模块

10,761.41

-

不适用

合计

87,408.54

46,585.37

87.63%

核算范围为本期2-3月数据。

收入规模增长，以及较为稳定的产品毛利
率和职能管理费用率所致。
营业利润增长幅度小于毛利规模的增长幅
领益科技模块

46,748.76

32,686.63

43.02%

度，主要原因为人民币汇率从2017年12月
31日的6.53大幅下降至2018年3月31日的
6.29，本期产生7400余万元的汇兑损失，
不属于业务营运能力的减弱。
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需求
表现疲软，手机出货量同比大幅下降，原

营业利润

-10,177.63

不适用

金额

上市公司模块的新老产品产销量未达预
期， 导致刚性成本无法消化，从而致使营
业利润为负。
鉴于东方亮彩资产重组未实现承诺业绩，

原上市公司模块

曹云先生等责任人的所持有的
174,161,211.00股将予以注销。公司按
14,803.70

不适用

2018年3月30日公司收市价对应补偿股份
计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影响本期净利润
14,803.7万元，不应视同为业务盈利能力
的增强。

净利润金
额

合计

51,374.83

32,686.63

57.17%

领益科技模块

37,279.80

30,202.72

23.43%

业务盈利能力较上年同期相比，小幅上升。

-11,383.65

-

不适用

主营业务营运净利润为负，原因如上所述。

原上市公司模块

合计

14,803.70
40,699.85

不适用
30,202.72

补偿股份计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影响本期
净利润，不属于业务盈利。

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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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领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益科技”）100%股权。该事
项在本报告期内进展如下：
2018年1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向
领胜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9号）文件，核准公司向领胜
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胜投资”）发行4,139,524,021股股份、向深圳市领尚投资合伙企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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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以下简称“领尚投资”）发行196,103,812股股份、向深圳市领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领杰投资”）发行93,859,34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2018年1月2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领
益科技于2018年1月19日就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8年2月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4.68
元/股，发行数量为442,948.7177万股，发行对象为领胜投资、领尚投资和领杰投资，上市日为2018年2月13
日。
2018年2月28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变更
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议案。
2018年3月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司已办理完成变更公司名称及公司
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名称由“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南东”变更为“曾芳勤”。
2018年3月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自2018年3月8日起，公司名称
变更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领益智造”，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600”。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2018 年 01 月 19 日

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5）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2018 年 01 月 22 日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1）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计提资产减值

2018 年 02 月 28 日

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2）

收购深圳市诚悦丰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
2018 年 03 月 27 日

于收购深圳市诚悦丰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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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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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20.00%

至

30.00%

42,305.6

至

68,746.6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52,882.28

元）

领益科技与上年同期相比，业绩保持增长，但由于原上市公司存在业绩补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偿股份，业绩受到股价波动的影响很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本期公允价

成本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动

金额

出金额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业绩未达
其他

0.00

合计

0.00

1,489,221,06
7.19
1,489,221,06
7.1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89,221,0
67.19

标，补偿股
份

1,489,221,0
6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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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3 月 07 日

接待方式
实地调研

接待对象类型
机构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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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芳勤
日期：2018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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