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50

■ 2017年4月28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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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陈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汉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岳培青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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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871,074.80 721,435,503.88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6,012,878.25 64,387,012.62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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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9,473.81 9,970,650.18 -2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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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497,452.03 140,829,624.72 2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374,134.37 -10,600,476.8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628,865.44 -10,651,215.0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91 -26.00 增加12.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3 -0.07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3 -0.07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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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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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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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8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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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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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54,7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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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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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7,

162,

160

35.2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6,

713,

694

5.02 0 未知 其他

王文霞

2,

847,

185

2.1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2,

396,

557

1.79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

330,

600

0.99 0 未知 其他

王秀荣

1,

119,

667

0.8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1,

092,

900

0.82 0 未知 其他

张建军

1,

000,

000

0.7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银新兴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97,

298

0.75 0 未知 其他

王坚宏

930,

518

0.7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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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7,162,160 人民币普通股 47,162,160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6,713,694 人民币普通股 6,713,694

王文霞 2,847,185 人民币普通股 2,847,185

宁波三星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2,396,557 人民币普通股 2,396,557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33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600

王秀荣 1,119,667 人民币普通股 1,119,667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1,09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2,900

张建军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银新兴价值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97,298 人民币普通股 997,298

王坚宏 930,518 人民币普通股 930,5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两名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后八名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及一致行动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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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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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分析:��������������������������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列（%）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29,654,333.38 10,446,352.31 183.87 主要系预付购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

资产

62,182.62 31,786,394.76 -99.80 主要系银行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长期待摊

费用

1,432,123.64 450,450.45 217.93 主要系装修费用支出所致。

应交税费 3,447,351.72 1,937,216.28 77.95 主要系期末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

款

3,387,891.60 1,976,048.92 71.45 主要系应付暂收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分析:������������������������������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列（%）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

及附加

145,386.90 101,887.67 42.69 主要系城建税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

损失

-428.18 -2,840,974.64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大

所致。

投资收益 231,863.29 50,588.24 358.33

主要系理财产品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

入

27,996.68 150.00 18,564.45 主要系本期收到社保补贴款所致。

营业外支

出

5,128.90 146,466.92 -96.50 主要系本期缴纳水利基金减少所致。

所得税 147,232.84 79,806.65 84.49 主要系本期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分析:��������������������������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列（%）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19,829,473.81 9,970,650.18 -298.88 主要系预付购货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29,156,429.37 48,810.44 59,634.00 主要系银行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34,962,734.33 -567,636.19 不适用 主要系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宁波富邦公司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亏损为2,649.10万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

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16,712.08万元。 宁波富邦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二)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

措施，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2、公司董事会已于2016年年度报告中对该事项做出专项说明，拟采取的措施包括：推进产业转型和

结构调整取得突破。积极寻找合适项目和优质资产，持续推进公司转型发展。不断盘活现有资产，提高资

产利用效率，充实企业现金流量。 全力以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年内将继续推进公司仓储地块列入政府

拆迁的后续事宜，确保在协议约定时限内如期拆迁完毕，及时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继续获取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支持。双方已于2016年5月签订了《互为担保协议》，大股东将在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继续提供互为担保支持。 大股东将根据公司发展经营需要， 积极提供资金支

持，为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持续经营提供保障。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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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炜

日期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68� � � � � �证券简称：宁波富邦 公告编号：2017-022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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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马园路251号宁波饭店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561,3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56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郑锦浩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魏会兵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61,366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61,366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61,366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61,366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61,366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61,366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继续授权全资子公司利用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561,366 100 0 0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8、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董事候选人陈炜 47,561,366 100 是

8.02 董事候选人宋汉心 47,561,366 100 是

8.03 董事候选人郑锦浩 47,561,366 100 是

8.04 董事候选人魏会兵 47,561,366 100 是

8.05 董事候选人杨国旺 47,561,366 100 是

8.06 董事候选人屠敏 47,561,366 100 是

9、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傅培

文

47,561,366 100 是

9.02

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红

珠

47,561,366 100 是

9.03

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振

纶

47,561,366 100 是

1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监事候选人韩树成 47,561,366 100 是

10.02 监事候选人刘志宏 47,561,366 10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399,206 100 0 0 0 0

6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2017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399,206 100 0 0 0 0

7

关于公司继续授权全资

子公司利用临时闲置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399,206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5-7项对公司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

律师：费震宇、廖文英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68

证券简称：宁波富邦 编号：临

2017-023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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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4月21日以

书面（包括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4月27日下午在宁波市马园路251号宁波饭店3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推举陈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认真审议，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推选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推选陈炜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为：陈炜、宋汉心、宋振纶（陈炜任主任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成员为：傅培文、屠敏、王红珠（傅培文任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宋振纶、魏会兵、王红珠

（宋振纶任主任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王红珠、宋汉心、傅培文（王红珠任主任委

员）。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宋汉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

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魏会兵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魏会

兵先生、杨国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岳培青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

届董事会届满止。

五、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聘任岳峰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止。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六、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名，弃权0名，反对0名。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宋汉心：男，1955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历任宁波亨润铝业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宁波

东方线材制品总厂厂长、宁波双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魏会兵：男，1972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 历任宁波市东风造纸厂技术员、宁波轻工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办公室文员、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宁波饭店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全面

工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八一富邦（宁波）男篮俱乐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杨国旺:�男，1963年8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宁波双圆有限公司铝材厂项目办主任、宁

波双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铝材厂总工程师，现任宁波富邦精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铝材厂常务副厂长。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岳培青:�男，1961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历任宁波市煤气公司主办会计、财务副科长，宁波

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会计，浙江南光进出口公司财务部经理，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

经理、经理、财务负责人。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岳峰：男，1988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 历任东北证券宁波营业部柜台员工、系统管理员、合规专员

（慈城营业部）等，现任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600768

证券简称：宁波富邦 编号：临

2017-024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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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4月21日以

书面（包括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4月27日下午在宁波市马园路251号宁波饭店3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会议由韩树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会议一致同意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推选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推选韩树成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赞成3名，弃权0名，反对0名。

二、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

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提出

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3名，弃权0名，反对0名。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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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公司负责人王海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建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素寒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2.6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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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836,012.29 1,844,929,587.85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84,147,998.41 875,295,262.97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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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09,983.74 -57,805,728.19 -1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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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71,394.21 46,508,587.52 11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52,735.44 2,039,693.61 33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39,808.91 -5,277,613.09 265.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1% 0.44% 增加0.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1 3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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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54.74

所得税影响额 -19,928.21

合计 112,926.53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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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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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17,600,000 52.50 117,600,000 质押 111,37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吉林成朴丰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600,000 15.00 33,600,000 质押 16,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吉林雨田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6,800,000 7.50 16,8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1,096,668 0.49 0 未知 其他

陆华之 230,800 0.1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春燕 214,000 0.1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

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78,100 0.08 0 未知 其他

王月升 173,200 0.0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江武媚 157,600 0.0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沈卫平 137,242 0.0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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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1,096,668 人民币普通股 1,096,668

陆华之 23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800

杨春燕 2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

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100

王月升 17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200

江武媚 1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600

沈卫平?? 137,242 人民币普通股 137,242

赵雅正 1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

孔令强 1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800

王秀清 1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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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重要事项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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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期同期数 变动比率 说明

预付款项 79,293,594.50 53,389,328.48 48.52%

预付总包工程项目分包及采购款

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72,383.56 361,273.97 -52.28% 部分应收利息到期收回所致

其他应收款 2,726,165.40 1,079,602.19 152.52% 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300,187,380.02 211,262,730.82 42.09%

总包工程项目未办理结算金额增

加所致

短期借款 170,000,000.00 100,000,000.00 70.00% 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676,959.73 25,683,068.40 -62.32% 发放计提的上年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9,606,862.19 35,079,363.50 -72.61%

缴纳上年末税金及未交增值税重

分类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49,750,000.00 97,500,000.00 156.15% 长期借款重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1,703,095.81 4,042,290.42 189.52% 未交增值税重分类所致

长期借款 152,250,000.00 -100.00%

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所致

营业收入 101,371,394.21 46,508,587.52 117.96%

总包工程项目增加，单项工程进度

加快所致

营业成本 72,638,161.15 34,954,055.78 107.81%

总包工程项目增加，单项工程进度

加快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830,099.81 507,636.42 63.52% 税金重分类所致

销售费用 808,991.93 1,671,311.44 -51.60%

部门人员结构调整人工费降低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403,145.23 -2,663,728.78 84.87% 应收款账龄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58,813.10 100.00% 实施现金管理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2,854.74 8,608,596.12 -98.46% 政府财政拨款减少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3,335,117.66 27,392,348.56 -51.32% 汇票到期承兑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602,099.25 16,183,568.03 -77.74% 收到的政府财政拨款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10,450,806.34 52,550,130.87 110.18%

支付的总包工程项目采购、分包款

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338,768.94 14,926,599.42 69.76% 支付上年度税金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8,332,799.88 4,822,153.70 72.80% 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无形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

金净额

12,000.00 20,120.00 -40.36% 收到处置旧车辆款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无形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76,932.50 505,224.50 53.78% 购买软件支出增加所致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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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14日、2017年4月14日披露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截止2017年3月29日，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华融百利科技员工持股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买入本公司股

票：1,096,668股，均价 28.59�元，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9%

2.1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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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海荣

日期 2017年4月27日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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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周良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小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戴应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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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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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1,231,662.69 5,272,818,571.61 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393,792,132.78 4,182,811,154.46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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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67,584.86 77,085,647.68 12.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30,249,339.34 341,919,726.01 5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6,753,397.36 116,164,620.27 1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6,302,681.35 109,303,301.54 24.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2% 7.00% -54.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1 -9.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1 -9.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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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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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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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6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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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12.27

合计 450,716.01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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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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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4,

394,

840

49.39 1,699,864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杭州海聚投资有限公司

49,

979,

720

13.39 49,979,72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啓明環宇投資有限公司

13,

883,

240

3.72 13,883,240 无 0 境外法人

李小青

12,

495,

000

3.35 12,49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舟山宇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

941,

760

1.86 6,941,760 质押 5,65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杭州奥普卫厨科技有限公司

3,

029,

040

0.81 3,029,04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景阳领

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816,

172

0.7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江浙科升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

082,

360

0.56 2,082,36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策略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783,

125

0.4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转型动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

699,

864

0.4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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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景阳领

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16,172 人民币普通股 2,816,17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策略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3,125 人民币普通股 1,783,1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转型动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9,864 人民币普通股 1,699,864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55,372 人民币普通股 1,655,3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竞争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34,037 人民币普通股 1,634,03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新兴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49,979 人民币普通股 1,449,979

中国工商银行－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互联网+产

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6,810 人民币普通股 616,8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优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601,200

上海润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润岸紫

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13,697 人民币普通股 313,6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小青为实际控制人之一，

浙江海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杭州海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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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减

（%）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19,923,253.74 31,089,259.72 -35.92% 系支付供应商材料款影响

应收利息 5,265,781.19 1,292,621.58 307.37% 系应收银行存款利息增加影响

其他应收款 40,763,570.79 24,272,022.50 67.94% 系投标保证金增加影响

长期应收款 1,126,948.70 1,841,306.84 -38.80% 系销售联营企业未实现毛利影响

在建工程 57,242,166.75 41,532,642.85 37.82%

系智能电网设备及系统产业化基地项目

厂房建设影响

预收款项 167,697,028.15 61,355,358.69 173.32% 系预收货款增加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25,273,070.83 55,754,283.83 -54.67% 系本期支付上期职工薪酬影响

应交税费 55,487,371.14 105,921,417.52 -47.61% 系本期缴纳上年度应交税费影响

应付利息 272,169.73 765,861.94 -64.46% 系部分借款归还影响

其他应付款 58,870,946.14 87,705,173.82 -32.88% 系支付上期各类计提费用影响

预计负债 18,503,246.40 8,262,993.55 123.93% 系销售联营企业未实现毛利影响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

（1-3月）

上年同期

同比变动幅度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530,249,339.34 341,919,726.01 55.08% 主要系海外市场收入增加影响

营业成本 277,379,954.29 141,429,371.00 96.13%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影响

销售费用 39,783,856.03 29,251,529.45 36.01% 主要系加大区域总部建设影响

财务费用 2,632,605.39 -7,217,691.35 -136.47%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3,532,984.18 -3,601,482.59 -198.10% 主要系本期应收及存货增加影响

投资收益 3,700,658.77 167,833.85 2104.95%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盈利影响

营业外收入 17,493,666.77 12,580,355.04 39.06%

主要系本期收到超税负软件即征即退税

款增加影响

营业外支出 199,682.70 333,733.38 -40.17% 主要系本期水利建设基金免缴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44,178,498.72 -250,462,814.68 77.34%

主要系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增加影响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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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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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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