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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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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3.3 公司负责人柴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丽君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梁振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3.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277,448,060.40 2,170,830,688.69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64,467,139.62 1,159,926,201.11 0.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707,520.06 -24,752,709.87 -92.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8,923,925.98 89,203,226.41 12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40,938.51 -24,345,622.92 11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83,844.57 -24,940,398.11 117.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39 -2.29 增加2.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1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6 116.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9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0,666.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072.47

所得税影响额 -102,504.01

合计 257,093.9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1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柴琇

72,

000,

000

18.03 0 质押 72,000,000 境内自然人

董方军

29,

038,

211

7.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28,

996,

422

7.26 0 无 0 其他

亓瑛

28,

805,

607

7.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司

13,

158,

211

3.3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

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

902,

013

3.23 0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704,

702

2.18 0 未知 未知

沂源华为投资有限公司

8,316,

526

2.0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087,

221

1.52 0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687,

190

1.42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柴琇 7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0

董方军 29,038,211 人民币普通股 29,038,211

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28,996,422 人民币普通股 28,996,422

亓瑛 28,805,607 人民币普通股 28,805,607

沂源华旺投资有限公司 13,158,211 人民币普通股 13,158,21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902,013 人民币普通股 12,902,01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8,704,702 人民币普通股 8,704,702

沂源华为投资有限公司 8,316,526 人民币普通股 8,316,52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087,221 人民币普通股 6,087,22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687,190 人民币普通股 5,687,1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沂源县东里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为事业法人（集体资产）。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

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5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说明

1)其他应收款:2017年一季度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76.66%， 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 全资子公司吉林市广泽乳品科技有限公司收回政府土地收储

款所致。

2) 存货：2017年一季度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32.85%， 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内增加库存储备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2017年一季度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33.72%，

主要原因是因报告期内存货等较年初增加，导致增值税进项税留抵增加所致。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7年一季度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83.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认购并购基金中间级份额所致。

5) 长期待摊费用：2017年一季度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312.9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公司租赁的尚未投入生产的设备租金所致。

6) 其他非流动资产：2017年一季度余额增加929.38%，主要原因是预

付的机器设备款增加所致。

7) 应交税费：2017年一季度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77.44%， 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内缴纳上年底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所致。

8) 应付利息：2017年一季度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63.5%，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平均借款余额增加所致。

9) 其他应付款：2017年一季度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73.41%，主

要原因是支付妙可蓝多收购款及归还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所致。

2. 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说明

1) 营业收入：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23.00%，主要原因是

资产重组后，置入广泽乳业有限公司，导致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2) 营业成本：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3.75%，主要原因是资

产重组后，置入广泽乳业有限公司，导致营业收入增加，相应营业成本增加所

致。

3) 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15.07%，主要原因

是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导致上缴税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4) 销售费用：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035.79%，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较去年同期相比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改变所致。

5) 财务费用：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86.62%，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平均借款余额增加所致。

6) 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减少47.17%，主要原因

是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7) 投资收益：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57.72%，主要原因是去

年同期取得分红所致。

8) 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86.71%，主要原因是

资产重组后，置入企业广泽乳业有限公司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9) 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减少88.14%，主要原因是

资产重组后， 置出企业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去年同期营业外支出较多

所致。

10) 所得税费用：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减少67.26%，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11) 其他综合收益：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00.00%，主要原因

是资产重组后，无外币折算报表情况。

3. 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说明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92.7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上缴税金增加以及增加库存储备所

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比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59.2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认购并购基金中间级份额，导致资金流出所

致。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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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诺方 承诺内容 目前履行情况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

（简称“中国农化” ）及

/或中国农化指定的第

三方

关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涉及诉讼问题的相关承诺

上市公司在前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日之前和/或因资产交割日之前的

任何事由而产生的全部负债、义务和责任均由中国农化及/或中国农化指定的第

三方承担。 若在资产交割日之后，任何第三方就大成股份资产交割前和/或因资

产交割日之前的事由而产生的负债、义务和责任等向上市公司主张权利，中国农

化应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如上市公司为此发生任何支付责

任，由中国农化对大成股份全额补偿。

对于与山东大成农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资产、 负债相关的尚未履行完毕的

合同，中国农化承诺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在资产交割后由中国农化及/或中

国农化指定的第三方享有及承担。 若因合同相对方要求上市公司履行合同或追

索责任的，中国农化及/或中国农化指定的第三方应在接到上市公司相应通知后

五个工作日内履行合同或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中国农

化及/或中国农化指定的第三方应负责赔偿全部损失。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

尚有943,068.22�元被法院

暂时扣划，上述款项均为公

司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

之事由而形成的责任。 因此

中国农化及/或中国农化指

定的第三方需按照其承诺，

对上述责任负责处理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

对本公司所承担支付责任进

行全额补偿。

3.8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

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琇

日期:2017年4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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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唐志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新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燕青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664,029,742.69 1,998,725,744.86 3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37,233,714.09 594,087,691.99 91.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76,548.70 -3,042,289.69 -145.7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20,417,336.96 239,505,519.01 24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5,434,022.10 20,637,855.32 16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5,086,688.69 20,052,386.58 17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84% 4.15% 增加4.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17 170.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607.1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02,131.2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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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29.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64,475.00

合计 347,333.4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5,28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新泉志和投资有限公司 53,742,000 33.72 53,742,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唐志华 29,000,000 18.19 29,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唐美华 10,000,000 6.27 10,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志军 5,900,000 3.70 5,9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陶硕虎 4,800,000 3.01 4,8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季平 4,500,000 2.82 4,5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群 3,804,000 2.39 3,804,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忠 3,804,000 2.39 3,804,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朱良平 3,000,000 1.88 3,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薛一宁 1,000,000 0.63 1,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睿翔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

508,352 人民币普通股 508,352

郑媛媛 312,429 人民币普通股 312,429

陈华英 29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600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292,336 人民币普通股 292,336

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海通期货－安盈金睿资产管理计划 25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7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47,656 人民币普通股 247,656

钱密林 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

罗青 230,547 人民币普通股 230,547

李为立 185,626 人民币普通股 185,626

郑恩月 150,463 人民币普通股 150,4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93,044,650.38 138,327,319.28 328.73 募集资金到位

应收票据 210,368,841.77 142,753,832.37 47.36 货款回笼增加

应收账款 623,898,157.55 460,456,615.92 35.50 销量增加

其他应收款 1,185,972.21 2,429,324.55 -51.18 备用金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2,018,096.02 9,428,911.57 -78.60 待抵扣税金减少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398,892.54 50,362,911.73 31.84 设备投入增加

应付票据 192,239,510.61 147,835,662.60 30.04 业务量增加

预收款项 25,761,029.40 17,029,000.52 51.28 预收模具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37,686.68 880,330.31 -73.00 支付工资

应交税费 42,200,629.16 18,912,979.95 123.13 增值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4,577,059.71 139,252.05 3186.89 增加了IPO发行费用

股本 159,400,000.00 119,550,000.00 33.33 公开发行3985万股

资本公积 671,623,401.22 211,806,401.22 217.09 股本溢价

3.1.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20,417,336.96 239,505,519.01 242.55 销量增加

营业成本 643,174,735.03 170,054,290.43 278.22 销量增加

税金及附加 5,618,053.69 789,890.70 611.24 业务量增加

销售费用 42,797,823.38 13,400,556.30 219.37 业务量增加

管理费用 48,924,883.56 28,906,240.76 69.25 业务量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7,886,269.93 -1,235,418.18 738.35 应收账款增加

营业利润 68,484,543.43 24,507,048.31 179.45 业务量增加

营业外收入 421,808.42 859,762.24 -50.94 递延收益减少

营业外支出 10,000.01 163,351.35 -93.88 固定资产报废减少

利润总额 68,896,351.84 25,203,459.20 173.36 业务量增加

所得税费用 13,462,329.74 4,565,603.88 194.86 利润增加

净利润 55,434,022.10 20,637,855.32 168.60 以上项目变化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46 0.17 170.59 利润增加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476,548.70 -3,042,289.69 -145.75 一部分到期承兑本期支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84,656,369.38 -8,110,261.23 6075.84 母公司收到募集资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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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7% 至 119%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9,000.00 至 10,00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567.9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产品产销量增长

公司名称: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志华

日期: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179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07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陈学谦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

书履行职责，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陈学谦先生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其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陈学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个人简历和联系方式：

陈学谦，男，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毕业于山东财经大学，本科学历。 2013年2月至2015年10

月任东莞市雄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科长，2015年11月至2017年2月任东莞市雄林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职于投资管理部。 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漓江路18号

电话：0519-85122303

传真：0519-85122303

邮箱：chenxueqian@xinquan.cn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179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06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

2017年4月16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唐志华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

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学谦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个人简历和联系方式：

陈学谦，男，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毕业于山东财经大学，本科学历。 2013年2月至2015年10

月任东莞市雄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科长，2015年11月至2017年2月任东莞市雄林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职于投资管理部。 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漓江路18号

电话：0519-85122303

传真：0519-85122303

邮箱：chenxueqian@xinquan.cn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7）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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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何纪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艳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9,622,762,350.34 39,519,572,066.89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680,741,802.93 25,451,267,558.56 0.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4,635,038.32 376,123,415.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811,834,090.89 4,425,634,699.57 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7,032,708.23 214,449,059.08 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24,294,768.33 214,627,369.98 4.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89 1.94 减少1.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7 -2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7 -23.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9,287.1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2.3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70,958.7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317,85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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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5,150.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7,795.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2,861.95

所得税影响额 -275,962.50

合计 2,737,939.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258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454,822,945 26.15 291,096,119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50,940,016 20.18 350,940,016 无 0 国有法人

深圳市红塔资产－中信银行－中

信信托－中信·宏商金融投资项

目1601期单一资金信托

100,666,107 5.79 100,666,107 无 0 其他

深圳新华富时－中信银行－国投

泰康信托－国投泰康信托金雕

399号单一资金信托

100,661,073 5.79 100,661,073 无 0 其他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聚富8号

资产管理计划

50,335,570 2.89 50,335,57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078,909 2.65 0 无 0 其他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0四

研究所

43,435,898 2.50 43,435,898 无 0 国有法人

深圳新华富时－招商银行－新华

富时－招商银行－风帆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42,956,376 2.47 42,956,376 无 0 其他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平安银

行－平安汇通畅盈5号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42,955,006 2.47 42,955,006 无 0 其他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

研究所

40,148,188 2.31 40,148,188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163,726,826 人民币普通股 163,726,8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078,909 人民币普通股 46,078,9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5,123,881 人民币普通股 15,123,881

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803,089 人民币普通股 13,803,089

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8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708,047 人民币普通股 6,708,04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6,703,532 人民币普通股 6,703,53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中航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458,997 人民币普通股 5,458,997

夏琼 5,358,506 人民币普通股 5,358,506

朱文 5,067,261 人民币普通股 5,067,2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〇四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第七一二研究所、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构成关

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附注 科目 本期数/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1 应收利息 32,515,397.26 17,899,890.41 14,615,506.85 81.65%

2 应收股利 17.50 4,258,333.16 -4,258,315.66 -100.00%

3 开发支出 26,704,878.57 14,747,786.17 11,957,092.40 81.08%

4 长期待摊费用 20,877,110.36 14,636,928.83 6,240,181.53 42.63%

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970,347.03 47,979,640.92 -20,009,293.89 -41.70%

6 应交税费 175,152,394.98 279,873,545.17 -104,721,150.19 -37.42%

7 税金及附加 78,247,267.85 48,810,969.74 29,436,298.11 60.31%

8 财务费用 14,850,285.29 21,382,851.45 -6,532,566.16 -30.55%

9 营业外收入 4,188,039.86 36,993,594.26 -32,805,554.40 -88.68%

附注1：应收利息增加是由于计提本季度存款利息引起的；

附注2：应收股利减少是由于本期应收股利到账引起的；

附注3：开发支出增加是由于公司加大科研投入引起的；

附注4：长期待摊费用增加是由于风帆公司工电分公司环保准入项目启动引起的；

附注5：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是由于工程预付款结算引起的；

附注6：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本期缴纳上年末应交所得税消费税等引起的；

附注7：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是由于收入增加及原管理费用税费按照规定转入引起的；

附注8：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由于项目募投资金到位引起的；

附注9：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本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减少引起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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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1月4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

同意，请详见《中国动力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2017-001）；

1月6日，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核意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请详见《中国动力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修订说明》；

1月25日，公司就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通过，请详见《中国动力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7-009）；

3月10日，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中国动力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六届的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就股票授予人

员及数量进行调整，请详见《中国动力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权

益数量的公告》（2017-024）；

3月20日，公司根据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暨授予权益数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授予登记工作，请详见《中国动力关于股权激励权益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2017-027）。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纪武

日期：2017年4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482

股票简称：中国动力 编号：

2017-039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7年4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7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公司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纪武先生主持召开。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2017年4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告的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业务管理及工作需要，经董事会审议，聘任王善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

国动力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1）。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原因，王彬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王善君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详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动力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42）。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482

股票简称：中国动力 编号：

2017-04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7年4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7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公司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田玉双女士主持召开。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请详见2017年4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告的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482

股票简称：中国动力 编号：

2017-04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7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

王善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王善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本次聘任王善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提名、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经认真审核了王善君先生的个人简历、教育背景、工作情况等，我们认为王善君先生

具备担任所聘岗位的资格和条件，其自身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

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

解除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的条件。

王善君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

王善君先生简历

王善君先生，男，汉族，1975年6月生，籍贯四川，金融学专业研究生学历。

1994.09-1998.07�大连理工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生；

2002.09-2005.05�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生；

2006.11-2010.02�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资产部业务经理；

2010.02-2017.0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业务经理、副处长、处长。

股票代码：

600482

股票简称：中国动力 编号：

2017-04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4月27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动

力”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

原因，王彬先生将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 王彬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推进资源整合、优化治理结构及与投资人有效沟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公司董

事会对王彬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聘

任董事会秘书的相关规定，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善君

先生担任公司新任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王善君先生个人简历附后。

王善君先生的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10-88010961

传真号码：010-88010958

电子邮件：sh600482@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72号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王善君先生简历

王善君先生，男，汉族，1975年6月生，籍贯四川，金融学专业研究生学历。

1994.09-1998.07�大连理工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生；

2002.09-2005.05�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生；

2006.11-2010.02�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资产部业务经理；

2010.02-2017.0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业务经理、副处长、处长。

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 苏 新 泉 汽 车 饰 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动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882

公司简称：广泽股份

公司代码：

603179

公司简称：新泉股份

公司代码：

600482

公司简称：中国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