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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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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忠正、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孔祥金 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袁春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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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0,337,950.05 10,659,554,629.27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271,101,705.50 6,132,717,237.67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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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674,069.40 263,223,164.42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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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093,212.16 1,786,507,728.09 -1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9,523,432.80 265,495,758.11 -4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6,147,735.43 261,142,113.97 -4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5 4.54 减少2.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9 0.17 -47.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9 0.17 -47.06

注：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为按公司现有

总股本15.444亿股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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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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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841.99 各类政府拨款、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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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951.41

公司于2019年第一季度购买保本理财产

品取得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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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2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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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46.94

所得税影响额 -1,012,384.71

合计 3,375,6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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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滨州水木有恒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6,579,869 10.79 0 质押

151,944,

000

其他

张忠正

129,729,

600

8.4 0 无 境内自然人

石秦岭 55,775,813 3.61 0 无 境内自然人

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42,274,528 2.74 0 无 国家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40,366,872 2.61 0 无 国有法人

李德敏 26,141,232 1.69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黎明 25,927,200 1.68 0 无 境内自然人

金建全 25,909,441 1.68 0 无 境内自然人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25,000,000 1.6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树华 24,336,000 1.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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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州水木有恒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6,579,869 人民币普通股 166,579,869

张忠正 129,72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729,600

石秦岭 55,775,813 人民币普通股 55,775,813

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2,274,528 人民币普通股 42,274,5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366,872 人民币普通股 40,366,872

李德敏 26,141,232 人民币普通股 26,141,232

王黎明 25,92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27,200

金建全 25,909,441 人民币普通股 25,909,441

润物控股有限公司 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0

王树华 24,3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3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自然人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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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票据

2019年3月3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减少32.93%，主要原因是票据收量减

少，承兑汇票到期以及支付货款、工程款所致。

2、应收账款

2019年3月3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增加61.64%， 主要原因是应收的烧

碱、环氧丙烷、蒸汽款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

2019年3月3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增加214.23%， 主要原因是预付的丙

烯等原材料增加所致。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19年3月3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增加44,853.76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9年3月3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减少100.00%， 主要原因是公司实施

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

2019年3月3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增加312.92%，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海

源盐化发生盐池改良支出，分受益年限摊销所致。

7、应交税费

2019年3月3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增加40.34%，主要原因是本期实现的

所得税、增值税增加所致。

8、长期应付款

2019年3月3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减少80.55%，主要原因是黄河三角洲

（滨州） 热力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1.27亿元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9、专项储备

2019年3月31日比2018年12月31日增加57.80%，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尚

未使用完毕的专项储备增加所致。

10、财务费用

2019年1-3月比上年同期增加134.52%，主要原因是黄河三角洲（滨州）

热力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纳入合并范围导致本期财务费用增加2,099.92万

元所致。

11、资产减值损失

2019年1-3月比上年同期增加210.53%，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和

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12、其他收益

2019年1-3月比上年同期增加252.75%，主要原因是本期股份公司收取稳

岗补贴126.22万元所致。

13、投资收益

2019年1-3月比上年同期减少71.38%， 主要原因是权益法核算的公司投

资收益较上期减少以及理财收益较上期减少所致。

14、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19年1-3月比上年同期减少47.45%，主要原因是受市场因素影响，公司

主导产品烧碱、环氧丙烷毛利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所致。

15、所得税费用

2019年1-3月比上年同期减少49.42%，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利润下降

相应计提所得税费用减少。

16、少数股东损益

2019年1-3月比上年同期增加76.92%，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北京水木滨华

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占比30%，该公司本期实现利润增加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年1-3月比上年同期减少1.36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较多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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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忠正

日期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678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3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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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及《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会计准则以

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境内上市公司应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 。 企业按照管理金融

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分为“以摊余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新金融

工具准则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 提高了金融资产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

理的一致性。

（2）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 允许企业将持有的非交

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 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 ，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减值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要求企业考

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2、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1）公司将持有的具有战略投资意图、非交易性的非上市公司股份由原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 ；

（2）公司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

法” ；

（3）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相关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

数。 因此，公司将于2019年初变更会计政策，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

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不重述2018年可比数，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

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滨 化 集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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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汪大维、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晓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吴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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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8,107,332.98 8,099,399,624.08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594,375,398.74 4,507,639,190.02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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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06,150.54 159,328,373.28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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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070,222.21 1,685,102,009.08 2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5,170,061.79 975,068.64 8,63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2,731,372.64 522,106.75 15,745.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7 0.02 增加1.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0013 8,361.5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0013 8,361.54

1、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8634.78%，

主要原因为：

（1）去年同期受原材料成本上升、汇率变化的影响，公司毛利额仅为1.86

亿，本期公司加强新产品业务拓展，低端产品升级替换，同时强化成本管控，营

业收入增加的同时产品单价上升，毛利额达2.94亿，同比上升约1.08亿，且毛利

率提升约3.5%；

（2）期间费用率9.93%，较上年同期下降0.45%；其中财务费用下降约150

万。

（3）本期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其中如政府补助、委托投资或

管理资产的损益同比增加约700万）；

（4）受汇率变动影响，本期汇兑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约1253万。

2、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

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5745.68% 、8361.54% 、

8361.54%,主要系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度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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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038.58 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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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7,869.00

与资产相关的收益转入及当期收到的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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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040.20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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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0,848.36 生产经营额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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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8.92

所得税影响额 -763,912.03

合计 2,438,6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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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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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大维 195,333,224 25.18 0 质押 61,936,000 境内自然人

唐佛南 187,513,224 24.17 0 质押 72,050,00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934,683 1.93 0 未知 境外法人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国鑫33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0,266,665 1.32 0 未知 其他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0,202,898 1.32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5,180,000 0.67 0 未知 其他

青岛海丝创新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5,022,898 0.65 0 未知 其他

罗振振 4,528,340 0.5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崔正南 3,949,002 0.51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丹华 3,949,002 0.51 0 无 境外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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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大维 195,333,224 人民币普通股 195,333,224

唐佛南 187,513,224 人民币普通股 187,513,22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934,683 人民币普通股 14,934,683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国鑫33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266,665 人民币普通股 10,266,665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202,898 人民币普通股 10,202,89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5,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0,000

青岛海丝创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5,022,898 人民币普通股 5,022,898

罗振振 4,528,340 人民币普通股 4,528,340

崔正南 3,949,002 人民币普通股 3,949,002

王丹华 3,949,002 人民币普通股 3,949,0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汪大维先生、唐佛南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2、汪大维先

生和王丹华女士为配偶关系；唐佛南先生与崔正南女士为配偶关系。 此

四人为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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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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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572,798,932.66 335,651,298.04 70.65%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回款增加

预付款项 77,544,659.85 32,767,919.70 136.65%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材料款增

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6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会计政策变

更，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

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00,000.00 - /

主要系本报告期会计政策变

更， 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

至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其他应收款 20,081,916.04 26,008,616.76 -22.79%

其中：应收利息 1,692,056.15 4,250,521.64 -60.19%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的理财产

品收益减少

在建工程 357,733,612.79 605,728,467.61 -40.94%

主要系本报告期坪山厂房部分

完工转固定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936,311.61 10,918,108.01 100.92%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的设备款

增加

预收款项 29,124,156.04 20,456,987.46 42.37%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的客户货

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68,425,873.90 100,438,057.49 -31.87%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度年

终奖金

其他应付款 76,618,046.38 79,612,676.21 -3.76%

其中：应付利息 804,316.10 716,927.06 12.19%

应付股利 - 3,114,454.4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已完成发放股

权激励对应的应付股利

库存股 - 47,365,434.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期及预

留部分授予的第二期不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已完成回

购注销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10,914,711.63 6,986,678.21 56.22%

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的增值税

附加税增加

销售费用 42,146,166.85 28,317,175.76 48.84% 主要系本报告期业务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 -7,690,985.00 1,441,032.19 -633.71%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收款增

加、应收款减少，计提坏账损失

减少

投资收益 2,299,040.20 1,073,400.02 114.18%

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产品收益

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117,038.58 -224,719.39 -

主要系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

损失增加

其他收益 1,140,341.96 2,536,272.00 -55.0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出口信

用保险资助减少

营业外收入 8,820,699.92 3,352,632.79 163.1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计入当

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6,803,679.28 3,589,674.86 89.53%

主要系本报告期生产经营额外

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9,532,697.14 4,381,294.75 117.58% 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润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9,015,301.64 -183,531,433.92 -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结构性存

款等理财产品收回投资与投资

支付的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6,415,459.51 -225,998,240.47 -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质押存款

到期增加及偿还银行借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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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大维

日期 2019年4月19日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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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张丁 董事 公务 孙隽

张洪发 独立董事 公务 余新平

1.3� �公司负责人张小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昌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田在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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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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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427,384 193,165,487 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768,328 12,293,870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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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8,849 13,242,458 -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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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224 896,643 3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1,549 252,782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6,303 252,722 13.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2.47% 减少0.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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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749

合计 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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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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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328,129,524 8.96% 328,129,524 无 - 国有法人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267,852,322 7.32% 267,852,322 无 - 国有法人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11,635,151 3.05% 111,635,151 无 - 国有法人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

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93,232,360 2.55% 93,232,360 无 - 国有法人

南京天朝投资有限公司 70,276,885 1.92% 70,276,885 无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384,420 1.70% 62,384,420 冻结 62,384,42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凤南投资实业有限

公司

42,346,941 1.16% 42,346,941 无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京丰盛产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41,689,006 1.14% 41,689,006 质押 41,689,00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5,296,430 0.96% 35,296,430 无 - 国有法人

南京江北新区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4,543,001 0.94% 34,543,001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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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吉艮 1,787,770 人民币普通股 1,787,770

张武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张梦焱 1,27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5,500

陈永文 987,300 人民币普通股 987,300

张佳娜 9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979,900

黄梅 9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8,000

沈华祥 68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86,600

王琳 676,400 人民币普通股 676,400

郭明军 6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9,000

胡小林 528,900 人民币普通股 52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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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项目 报告期末/报告期 较上年末或上年同期 主要原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2,883,202 31.57% 卖出回购业务增加

其他负债 430,902 -34.65% 暂收代付款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322,998 150.92% 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调整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9,493 89.92% 手续费收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1,857 209.34% 手续费支出减少

投资收益 -4,197 -118.91% 金融资产投资处置损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319 -49.46% 公允价值变动

汇兑收益 2,319 -161.00% 汇率变动

营业外收入 2,203 119.42% 资产清理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155 -83.23% 其他营业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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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小军

日期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860

证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

2019-020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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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行” ）第三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在扬州扬鹏锦江大酒店以现场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4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张

小军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独立董事张洪发、

董事张丁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张洪发委托独立董事余新平、张丁委

托董事孙隽代为出席并表决。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关于新设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议案

表决情况：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2019年一季度风险管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2019年一季度资产质量分类及风险管理情况报告

表决情况：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1860

证券简称：紫金银行 公告编号：

2019-021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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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行” ）第

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在扬州扬鹏锦江大酒店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4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

议由周石华监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9人，实际出席监事8人，外部监事杨

荣华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外部监事许莉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本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行《章程》和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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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行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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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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