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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3605

公司简称：珀莱雅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929

公司简称：亚翔集成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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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侯军呈、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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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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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9,038,946.12 2,860,042,557.71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791,588,291.22 1,694,310,463.85 5.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1,461,461.76 146,461,525.87 -1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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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915,746.67 503,122,369.42 2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1,149,334.41 69,920,926.50 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088,028.91 67,284,757.34 3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23 4.68 增加0.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35 3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5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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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174,0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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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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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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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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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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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4

所得税影响额 -12,524.14

合计 61,3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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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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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军呈 72,640,500 36.07 72,640,500 无 境内自然人

方玉友 48,858,000 24.26 48,858,000 质押 7,48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小林 7,589,400 3.77 7,589,40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君清 7,419,900 3.68 7,419,900 质押 2,700,000 境内自然人

曹良国 7,258,350 3.6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

汇理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20,645 0.71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317,220 0.65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美丽30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306,500 0.65 未知 其他

国泰基金－工商银行－国泰基

金格物1号资产管理计划

1,301,100 0.65 未知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

汇理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92,014 0.54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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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良国 7,258,350 人民币普通股 7,258,35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策略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420,645 人民币普通股 1,420,64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1,317,220 人民币普通股 1,317,2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美丽30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6,500

国泰基金－工商银行－国泰基金格物1号资产管理

计划

1,3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1,1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行业领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2,014 人民币普通股 1,092,01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核心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14,452 人民币普通股 1,014,4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价值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16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16

国泰基金－浦发银行－国泰－禾盈1号资产管理计

划

980,126 人民币普通股 980,12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锐进

16期中欧瑞博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90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方玉友系侯军呈配偶方爱琴的弟弟，故侯军呈、方玉友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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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数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变动

率（%）

情况说明

预付款项 24,871,838.38 17,093,287.23 45.51 系预付的推广费等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11,867,697.48 7,196,757.47 64.90 系新增对联营企业股权投资

预收款项 50,052,222.59 79,589,336.10 -37.11 系预收客户货款余额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37,912,690.95 62,796,141.17 -39.63

系本季度支付了年终预提的年终

奖、绩效奖励等，余额减少

应交税费 52,562,270.20 120,192,575.75 -56.27

系本季度缴纳了上年末缓交的部分

增值税和所得税

少数股东权益 11,882,700.78 4,000,273.68 197.05

新增的对联营企业投资， 少数股东

按比例所享有的权益

项目 本报告期间数 上年度报告期间数

本报告期比上

年度报告期变

动率（%）

情况说明

管理费用 44,447,766.30 33,312,627.80 33.43

系本期摊销股权激励授予价与公允

价差异

研发费用 13,504,984.57 10,158,699.03 32.94 系本期研发投入同比增加

财务费用 -3,854,651.03 1,053,632.64 -465.84

系本季度结构性存款类理财产品的

收益确认为利息收入， 而去年同期

的理财产品确认为投资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1,441,259.25 4,151,061.26 -65.28 系本季度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829,059.99 1,786,553.42 -146.41

系本季度对联营企业股权投资确认

的损失；此外，本季度结构性存款理

财产品的收益作为利息收入， 而去

年同期的理财产品作为投资收益

所得税费用 28,444,925.76 14,946,580.24 90.31

系合并报表利润与单体公司利润增

长不一致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461,461.76 146,461,525.87 -128.31

系本季度支付的税费、工资增加；销

售增长而支付的采购款、 费用等较

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6,685,133.01 -400,120,052.44 不适用

系本季度收回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可

用资金、 但同时珀莱雅大厦付现工

程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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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侯军呈

日期 2019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605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

2019-025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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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88号珀莱雅大厦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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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42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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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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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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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长侯军呈因公出差，董事会各董事推举曹良

国主持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叶峰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金衍华、财务负责人王莉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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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4,3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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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4,3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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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4,3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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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4,3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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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4,3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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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4,3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8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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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5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8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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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4,3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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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90,650 99.7421 333,722 0.2579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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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4,3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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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667,5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667,5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确认2018年度董事薪

酬的议案

667,5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现

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333,800 50.0058 333,722 49.9942 0 0.0000

10

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667,5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关联股东侯军呈、方玉友、曹良国对议案7进

行了回避表决，合计持股数128,756,85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李燕、汪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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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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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605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

2019-026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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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要求，现将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支) 销量(支) 营业收入（元）

护肤类 23,565,973 24,077,424 577,684,110

洁肤类 2,458,688 2,598,974 46,686,766

美容类 657,270 708,585 17,544,871

二、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详见下表：

主要产品

2018年一季度平均售价

（元/支）

2019年一季度平均售价

（元/支）

变动比率

护肤类 29.88 23.99 -19.71%

洁肤类 17.08 17.96 5.15%

美容类 24.39 24.76 1.52%

本期护肤类产品平均售价较去年同期下降19.71%，主要由于2019年第一季度面膜等售

价较低的产品销售占比同比增高所致。

（二）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有保湿剂、活性物、油酯蜡、乳化剂、包装物等。

1、保湿剂

由于甘油、1.3丁、1.2丙等大料受环保、汇率等影响市场行情持续上扬，2019年第一季度

采购单价较2018年第一季度上涨4.70元/KG，涨幅10.99%。

2、活性物

公司产品升级换代， 添加的功效成分越来越好，2019年第一季度采购单价较2018年第

一季度上涨19.76元/KG，涨幅17.87%。

3、油酯蜡

由于有机硅市场行情不稳定，导致源头供货紧缺，价格上涨。 2019年第一季度采购单价

上涨8.75元/KG，涨幅16.60%。

4、乳化剂

由于乳化剂源头供应商受环保、产能、贸易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涨价，故2019年第

一季度采购单价与2018年第一季度上涨50.63元/KG，涨幅33.19%。

5、包装物

由于2019年一季度面膜采购量同比增幅较大，对应的配套包材单价下降，且部分包装

物结构改良升级，故2019年第一季度采购单价较2018年第一季度下降12.51%。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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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姚祖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淑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明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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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176,203.83 1,934,595,367.76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36,740,476.23 1,100,127,182.08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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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76,097.84 87,625,014.8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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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239,108.31 616,879,005.66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665,193.40 40,310,902.54 -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181,174.57 38,708,259.48 -6.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4.03 减少0.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9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9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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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4.57 固定资产到期清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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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6.29

科信局2019年第一批科技发资金自主品

牌专利数据库服务补贴1万元及新加坡政

府员工加薪计划补助5,306.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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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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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684.79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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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540.1 法院判决英利能源违约赔偿款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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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987.78

合计 1,484,0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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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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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5,200,000 53.99 115,2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EVER��� CREATIVE�

INVESTMENTS�LTD.

12,800,000 6.00 0 无 0 境外法人

WELLMAX��� HOLDINGS�

LIMITED

11,920,000 5.59 0 无 0 境外法人

苏州华群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984,000 0.93 0 质押 1,984,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06,680 0.89 0 无 0 未知

苏州亚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600,000 0.75 1,600,000 质押 1,6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协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312,000 0.61 0 质押 1,312,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兰阳咨询有限公司 1,312,000 0.61 0 质押 1,312,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

日昇一期

942,800 0.44 0 无 0 未知

MAX��� TEAM� INVESTMENT�

LIMITED

941,200 0.44 0 无 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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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CREATIVE�INVESTMENTS�LTD. 1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00

WELLMAX�HOLDINGS�LIMITED 11,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20,000

苏州华群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9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4,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06,680 人民币普通股 1,906,680

苏州协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3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2,000

苏州兰阳咨询有限公司 1,3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2,000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日昇一期 942,800 人民币普通股 942,800

MAX�TEAM�INVESTMENT�LIMITED 9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941,200

遠富國際有限公司 724,100 人民币普通股 724,100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月恒二期 693,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3,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亚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亚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

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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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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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7,848,358.29 17,677,944.44 -55.60% 上年末应收票据本期到期回款。

预付账款 28,674,955.99 58,755,195.92 -51.20% 上年末预付账款本期货到开票。

在建工程 17,271,172.86 6,837,930.07 152.58%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持续投入。

预收账款 4,903,953.39 99,846,548.57 -95.09%

上年末预收的工程款，本期施工

并结算后冲销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876,900.21 18,972,140.42 -63.75% 上年末计提的奖金已发放。

其它应付款 1,009,059.41 1,521,705.86 -33.69% 归还垫付款项。

其他流动负债 24,774,915.74 95,448,214.44 -74.04%

期末已结算未完工工程施工较

上期末减少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430,320.84 1,482,220.09 -70.97%

合并境外子公司产生的报表折

算差额。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775,626.65 1,369,612.02 -43.37%

本期在工程所在地预缴增值税

相应缴纳附加税较上年少。

财务费用 -744,948.42 -2,747,285.92 -72.88% 上期存款利息较多，本期少。

资产减值损失 1,178,260.86 -15,487,591.01 不适用 上期收回长账龄应收款。

资产处置收益 -5,524.57 固定资产到期清理损失。

其他收益 15,306.29

新加坡分公司政府加薪计划补

助。

营业外收入 450,000.00 236.00 190577.97% 法院判决英利能源违约赔偿款。

营业外支出 9,984.47 -

新加坡分公司延迟提交董事变

更罚款支出及固定资产到期清

理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6,976,097.84 87,625,014.83 不适用

本期杭州中芯等项目进入施工

期， 支付的工程款大于收到的

工程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460,092.79 -31,842,609.36 不适用 银行理财产品到期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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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祖骧

日期 2019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929

证券简称：亚翔集成 公告编号：

2019-009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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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于 2019年4月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19年4月18日以现场及

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9-011）。

特此公告!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929

证券简称：亚翔集成 公告编号：

2019-010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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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于 2019年4月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19年4月18日以现场及

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俊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认真审议，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共表决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6年修订）》 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等规定制度的有关要求，全体监事认真审阅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经审核认为：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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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的反映出公司本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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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保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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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报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亚翔集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告编

号：2019-011）。

特此公告!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929

证券简称：亚翔集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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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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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方达街33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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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05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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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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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姚祖骧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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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李繁骏先生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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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50,336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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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50,336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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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50,336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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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50,336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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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50,336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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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50,336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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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50,336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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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50,336 100 0 0 0 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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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8,130,336 100 0 0 0 0

2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8,130,336 100 0 0 0 0

3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及2019年财务预算报告》

8,130,336 100 0 0 0 0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8,130,336 100 0 0 0 0

5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8,130,336 100 0 0 0 0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8,130,336 100 0 0 0 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其报酬的议案》

8,130,336 100 0 0 0 0

8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8,130,336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8为普通表决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

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涛、井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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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