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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

XYZH/2020JNA40085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创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洪国  李慧敏 

办公地址 淄博市张店区东部化工区昌国东路 219 号 淄博市张店区东部化工区昌国东路 219 号 

传真 0533-6286018 0533-6286018 

电话 0533-6286018 0533-6286018 

电子信箱 lczq@lecron.cn lczq@lecron.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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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属行业性质、主要产品及提供劳务为：（1）互联网广告投放代理及整合营销传播服务，

属于服务业。（2）聚氨酯硬泡组合聚醚、氟化工产品及其他化工原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属于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本公司经营范围为：互联网媒体运营、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从事化学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生态环境材料、聚氨酯原料及产品、

氟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和服务；货物进出口；供应链管理及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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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513,747,937.12 3,599,465,997.37 -2.38% 2,767,571,42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3,977,838.09 -1,953,787,104.88  371,519,89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3,444,655.79 -1,967,831,674.34  349,285,789.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309,083.24 -44,807,260.73  462,752,61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70 -3.31  0.6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70 -3.31  0.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25% -58.86%  8.8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3,286,654,453.34 4,051,649,624.16 -18.88% 6,069,102,30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2,852,057.49 2,295,193,949.10 -62.84% 4,338,613,972.9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35,827,371.49 861,003,388.27 1,073,901,547.26 743,015,63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13,474.71 53,166,637.39 38,250,444.08 -1,602,308,39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320,992.55 45,638,700.65 32,551,328.80 -1,596,955,67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90,052.56 59,873,195.11 -23,930,420.28 67,076,255.8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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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8,2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5,17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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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洪国 境内自然人 19.12% 224,760,510 181,789,011 质押 224,760,457 

高胜宁 境内自然人 3.35% 39,414,029 39,414,029 
质押 39,414,029 

冻结 21,887,833 

邵秀英 境内自然人 2.82% 33,103,991 33,103,913 质押 30,581,679 

齐海莹 境内自然人 2.75% 32,372,038 32,372,038 质押 32,372,038 

晦宽（上海）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3% 26,276,020 26,276,020 

质押 26,276,020 

冻结 26,276,020 

晦毅（上海）创

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0% 22,334,618 22,334,618 

质押 22,334,618 

冻结 22,334,618 

王蔚 境内自然人 1.25% 14,674,019 14,673,996 质押 14,673,971 

李侃 境内自然人 0.89% 10,510,409 10,510,409 
质押 10,510,409 

冻结 10,510,409 

屠文斌 境内自然人 0.76% 8,988,818 0   

叶青 境内自然人 0.74% 8,689,70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高胜宁与晦毅（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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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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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集团2019年度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49家。与2018年度相比，因设立原因增加江西

合亦载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武羊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放羊营销策划有限公司3家公司，因

购买原因增加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华安近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淄博华安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山东华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淄博昊瑞投资有限公司、淄博方度经贸有限公司6家公司，因转让

原因减少广东联创达美传媒有限公司1家公司，因注销原因减少北京传智互动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淄

博联创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华夏联映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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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创产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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