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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BA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華 寶 國 際 控 股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36） 
 

內幕消息 
華寶香精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三個月之 

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本公告乃由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第13.09條刊發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華寶香精股份有限公司（「華寶股份」）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及其股份於深圳證券交易所創

業板上市（代碼：300741）。按深圳證券交易所之相關規定，華寶股份已將其截至2019年3月

31 日 止 的 第 一 季 度 報 告 刊 載 於 深 圳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 資 訊 披 露 頁 面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notice/index.html。 

 

本公司之董事會謹請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留意此公告附錄所載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

製之華寶股份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請注意附錄內資料乃由華寶股份以中文編制且未經審計。若中英文版有歧義，概以中文版為

准。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包括朱林瑤女士（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夏利群先生、潘昭國

先生、熊卿先生及林嘉宇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李祿兆先生、麻雲燕女士及胡志強先生

組成。 
 
* 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潘昭國 

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notic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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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華寶香精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单位: 人民币 (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443,726,725 494,444,073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3,310,068 277,045,355 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36,704,426 234,691,813 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500,403 320,842,820 -5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4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4.26% -1.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9,816,610,506 9,627,082,061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70,805,771 8,988,630,484 3.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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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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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74,861 

主要为收到政府补

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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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2,373 
主要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及到

期赎回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30,571 -- 
减：所得税影响额 8,207,713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7,313 -- 
合计 56,605,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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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華寶香精股份有限公司之報告期主要財務數據、財務指標 
發生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1、 资产负债表重大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 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其他应收款  6,885.66   5,282.38  30.35% 主要由于应收利息及待摊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294.19  35,333.02  -87.85% 主要由于银行理财到期赎回所致 
在建工程  1,847.02   7,666.81  -75.91% 主要由于在建工程完工转固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80   86.86  -62.23% 主要由于预付固定资产款项减少所致 

预收账款  526.85   332.19  58.60% 主要由于预收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315.86   2,539.95  -48.19% 主要由于待转销项税额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604.77   2,718.25  -40.96% 主要由于本期人民币对外币汇率变动导致 
 

2、 损益表重大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 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44,372.67 49,444.41 -10.26% 主要由于税率变动客户采购计划调整所致 

财务费用 -4,982.84 -2,851.01 74.77% 主要由于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损失以"-"号填列) -127.80 - -100.00% 主要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波动所致 

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790.47 384.47 105.60% 主要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到期赎回获得

收益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62.60 146.50 -142.73% 主要由于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65.82 1.02 16,176.27% 主要由于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重大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 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51,082.14  75,891.07  -32.69% 

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44,372.67万元，销售回款

良好，应收账款保持稳定。去年同期回款金额

较高主要受到客户信用管理加强，回款集中影

响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177.78  21,312.88  -33.48% 主要由于支付增值税及所得税金额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100,210.00  1,505.00  6,558.47% 主要由于银行定期存款和银行理财到期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2,442.94  799.44  205.58%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定期存款利息和银行理财收

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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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715.69  990.58  174.15% 主要由于募投项目在建工程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424.41  210.00  4,864.00% 主要由于本期新增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    
的现金 80.00  237,737.40  -99.97% 主要由于上期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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