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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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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石春庆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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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918,686.31 1,265,927,656.21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86,600,760.29 1,011,067,018.83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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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6,245.81 -39,266,6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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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77,171.74 43,010,769.16 1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115,737.20 -31,916,954.70 -2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080,537.00 -31,929,442.72 -21.45%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51 -3.14 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2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2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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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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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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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3.40

合计 -35,2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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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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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58,533,060 59.45 质押 27,083,210 国有法人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414,971 9.91

质押 13,207,485

国有法人

长白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 6,947,685 2.61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2,800,240 1.05 无 国有法人

潘立明 1,410,189 0.53 无 境内自然人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青骊

长兴私募投资基金

1,400,000 0.52 无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证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211,968 0.45 无 其他

沈晓东 1,136,900 0.43 无 境内自然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四组合 793,400 0.3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策

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4,50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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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8,533,060 人民币普通股 158,533,060

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414,971 人民币普通股 26,414,971

长白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 6,947,685 人民币普通股 6,947,68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2,800,24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240

潘立明 1,410,189 人民币普通股 1,410,189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青骊长兴私募投资基金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11,968 人民币普通股 1,211,968

沈晓东 1,1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6,9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四组合 7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793,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5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4,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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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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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38,667.53 0.00 本期新增债券投资。

其它应收款 11,710,870.34 27,224,880.45 -56.98% 收回国有资源补偿款。

预收款项 920,544.06 1,751,796.70 -47.45%

酒店预收房款、门票款较上期减少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30,947,149.28 45,742,039.05 -32.34%

期初应付职工薪酬所含绩效工资已

发放。

应付利息 0.00 139,689.80 -100.00% 支付利息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率

财务费用 180,074.18 77,032.77 133.76% 本期新增贷款导致利息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708.26 249,493.52 -98.91% 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

营业外支出 66,306.40 547.50 12010.76% 本期报废资产导致营业外支出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率 情况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225,894.26 5,764,324.91 250.88% 收回国有资源补偿款。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03,339.56 8,553,340.49 -66.06%

上期取得土地缴纳契税，本期未发生

导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965,780.42 10,430,198.21 -33.22% 本期支付的广告费较上期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4,797,373.71 59,599,908.60 -75.17%

本期各类工程款项支出较上年同期

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580,000.00 51,690,000.00 -83.40% 本期新增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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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昆

日期 2019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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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俞学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梅海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覃光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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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9,207,436.91 8,980,200,338.85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572,263,087.21 4,292,951,229.98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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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9,891.88 -118,861,222.79 1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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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648,286.56 1,630,322,223.69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6,969,064.03 277,346,737.34 -1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615,969.30 263,974,342.57 -13.39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5.35 6.97 减少1.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76 0.3366 -14.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76 0.3366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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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5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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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6,4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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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3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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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721.81

所得税影响额 -1,673,488.06

合计 8,353,0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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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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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329,451,670 39.98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8,522,145 9.53 未知 未知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46,621,651 5.66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6,196,098 3.18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033,250 2.31 未知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856,507 2.05 未知 未知

严洪超 8,597,338 1.0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8,510,458 1.03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7,537,430 0.91 未知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6,792,753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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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329,451,670 人民币普通股 329,451,67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8,522,145 人民币普通股 78,522,145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46,621,651 人民币普通股 46,621,65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6,196,098 人民币普通股 26,196,09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033,250 人民币普通股 19,033,25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856,507 人民币普通股 16,856,507

严洪超 8,597,338 人民币普通股 8,597,33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8,510,458 人民币普通股 8,510,45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7,537,430 人民币普通股 7,537,430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6,792,753 人民币普通股 6,792,7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均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其余股东本公司

未知其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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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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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97,504,481.27 374,015,620.19 -47.19%

应付职工薪酬 54,968,907.21 141,542,124.60 -61.16%

应交税费 73,090,148.62 39,450,845.14 85.27%

长期借款 1,208,431,100.00 640,080,378.16 88.79%

1、货币资金减少主要原因减少资金存量，加速资金周转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原因是2018年年终奖发放所致。

3、应交税费增加主要原因是母公司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4、长期借款增加主要原因是到期偿还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203,617,486.23 153,813,019.61 32.38%

研发费用 73,139,870.29 49,097,838.38 48.97%

财务费用 19,364,390.54 39,906,873.66 -51.48%

资产减值损失 230,217.32 -2,362,191.28 109.75%

其他收益 5,373,409.23 8,791,043.46 -38.88%

投资收益 -3,085,411.80 392,055.54 -886.98%

营业外支出 1,020,600.95 476,837.71 114.04%

所得税费用 46,194,377.47 16,780,230.69 175.29%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42,342,793.20 -43,130,451.05 198.1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8,925,904.47 6,222,158.94 43.45%

1、销售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销售人员工资费用增长、市场推广费增长所致。

2、研发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减少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兑美元较上年同期贬值导致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原因是上期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5、其他收益减少主要原因是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6、投资收益减少主要原因是参股子公司新疆农垦现代糖业亏损所致。

7、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原因是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8、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母公司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9、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主要原因是境外子公司记账本位币对人民币升值所致。

10、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增加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29,891.88 -118,861,222.79 122.8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000.00 230,869.03 -99.5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404,475,559.64 993,990,000.00 41.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827,750.32 117,578,834.31 -173.8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407,587.91 -989,694.00 -42.2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销售规模扩大现金流入增加，同时加大票据使用

减少现金流出所致。

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主要原因是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3、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原因是长期借款到期偿付所致。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原因是加大票据的使用，减少银行借款所致。

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减少主要是原因是外币货币性资产贬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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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学锋

日期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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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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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2日以电

话及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各位董事。 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在在湖北省宜昌市峡州夷陵饭店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名， 实际参会董事11名，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并进行了逐项表决，其中第一、二、三、四、六

项议案涉及公司董事及经理层的换届选举事项，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要求，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推选，选举俞学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俞学锋提名，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1、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蒋骁、肖明华、姜颖、刘颖斐、孙燕萍、刘信光、蒋春黔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提名委员会委员：姜颖、俞学锋、李知洪、肖明华、刘颖斐、刘信光、孙燕萍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计委员会委员：刘颖斐、梅海金、姚鹃、蒋骁、姜颖、蒋春黔、孙燕萍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4、战略委员会委员：俞学锋、李知洪、梅海金、姜颖、蒋骁、刘信光、蒋春黔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关于批准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批准了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具体名单如下：

1、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蒋骁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姜颖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颖斐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4、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俞学锋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李知洪先生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关于聘任第八届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俞学锋提名，聘任周帮俊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聘任高路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

三年。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总会计师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李知洪提名，聘任石如金、覃先武、梅海金、周帮俊、陈蓉、王悉山、吴朝晖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梅海金兼任公司总会计师，任期三年。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1、石如金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覃先武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梅海金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无关联董事一致通过，10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4、周帮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5、陈蓉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6、王悉山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7、吴朝晖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及管理层人选进行了事先审查，并向本次董事会提

出了审查意见及建议，认为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构成及管理层选聘程序公开、透明、合法、合

规。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附件一：个人简历

1、俞学锋，男 65岁，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宜昌市粮食局团委书记、共青团宜昌市委副书记。

1985年起，历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党委书记、副主任；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曾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湖北省人大代表、第十二届湖北省人大代表、现任本公司第一

大股东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党委书记、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2、李知洪，男，53岁，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生产部经理；湖北安琪生物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总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

事、控股子公司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

3、石如金，男，56岁，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宜昌市树脂厂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湖北西陵

酒业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4、覃先武，男，49岁，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生产部副经理；湖北安琪生物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5、梅海金，男，55岁，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湖北安琪生物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

师。 现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宏裕新型包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公司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

6、周帮俊，男，56岁，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销售部副经理；湖北安琪生物

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发展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7、陈蓉，女，54岁，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技质部副经理；湖北安琪生物集

团有限公司技质部部长、副总工程师、本公司监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质量管理者代表。

8、王悉山，男，53岁，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宜昌食用酵母基地销售部副经理；湖北安琪生物

集团销售部副部长、副总经济师、本公司监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9、吴朝晖，男，51岁，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副部长、副总

工程师、本公司监亊。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10、高路，男，43岁，大学学历。 曾就职于公司发展部、证券部。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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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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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2

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

在湖北省宜昌市峡州夷陵饭店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李林主持，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

决议有效。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林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二、《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本次季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

2、本次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本报告作出前，本会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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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与行业相关的定期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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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号—食品制造》的相关要求，安琪酵母

股份有限公司现将与行业相关的定期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主营业务相关经营情况

1、 产品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 本期营业收入

酵母及深加工产品 146,826.02

制糖产品 7,421.72

包装类产品 6,866.02

奶制品 1,399.56

其他 15,536.38

总计 178,049.69

2、 销售渠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 本期营业收入

国内线下渠道 78,942.03

国内线上渠道 45,776.48

国外渠道 53,331.18

总计 178,049.69

3、 地区分布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 本期营业收入

国内 124,718.51

国外 53,331.18

总计 178,049.69

二、报告期经销商情况

单位：个

区域

报告期末

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

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

减少数量

国内 11545 488 188

国外 2904 72

总计 14449 560 188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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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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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海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永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卢国琴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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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2,839,442.02 220,681,721.64 4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05,058.59 4,016,244.10 2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822,178.41 2,291,045.27 2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14,732.68 -61,438,752.78 10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8 0.0100 2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6 0.0099 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0.21% 0.0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735,414,882.96 2,616,224,172.48 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19,762,563.19 1,911,614,884.74 0.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19,349.40

本期取得并计入当期收益184.35万元，

递延收益摊销107.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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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844.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6,979.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0,333.85

合计 2,282,880.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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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0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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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39% 310,968,000 310,968,000 质押 210,670,000

苏州嘉鹏九鼎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其他 2.37% 9,629,600 0

苏州天相湛卢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67% 6,804,000 0

杨燕萍 境内自然人 0.50% 2,048,55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大数据1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2,040,000 0

李子军 境内自然人 0.42% 1,710,000 1,710,000

石志坚 境内自然人 0.15% 620,000 0

钱永华 境内自然人 0.14% 560,000 0

王佳才 境内自然人 0.11% 450,000 450,000

吴海斌 境内自然人 0.10% 400,000 4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苏州嘉鹏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629,600 人民币普通股 9,629,600

苏州天相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8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4,000

杨燕萍 2,048,551 人民币普通股 2,048,5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100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0,000

石志坚 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0,000

钱永华 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000

孙雅萍 3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400

胡基勇 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

蒋伟行 32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100

周月琴 31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李子军、吴海斌为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川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

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均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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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科目上升47.19%，主要是销售回款和本期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科目上升53.67%，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3、预付账款科目上升34.55%，主要是为保证原料供应量及价格，预付款合同增加，依合同支付预付

款所致；

4、其他应收款科目上升38.70%，主要是合同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5、由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下降100%，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上升100%；

6、在建工程科目上升40.24%，主要是本期工程项目建设支出增加导致；

7、其他非流动资产上升32.27%，主要是预付工程建设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8、短期借款科目上升33.33%，主要是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9、预收款项科目下降46.24%，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预收客户款项对应销售量增大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下降36.71%，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金等应付薪酬所致；

11、应交税费科目上升57.22%，主要是利润增加导致企业所得税及其他已计提但未支付的税费增加

所致；

12、专项储备科目上升182.21%，主要是公司本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未使用完毕；

13、少数股东权益科目下降36.34%，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的利润变动所致；

14、营业收入科目上升46.29%，主要是本期部份产品销售数量增加，销售单价增长所致；

15、营业成本科目上升43.85%，主要是本期部份产品销售数量增加所致；

16、销售费用科目上升42.01%，主要是销售业务增加，引起运输费、销售代理费增加所致；

17、管理费用科目上升68.34%，主要是计提股权激励费用、人员薪酬费用上升等导致；

18、研发费用科目上升83.88%，主要是增加研发投入所致；

19、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上升1014.77%，主要是应收往来款项余额增加，根据公司坏账政策计提的坏

账准备增加所致；

20、其他收益科目上升154.64%，主要是本期收到的与企业日常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1、投资收益科目下降133.48%，主要是本期收到的理财产品收益减少、一季度联营企业的利润下降

导致；

22、资产处置收益科目下降100%，本期没有产生资产处置收益；

23、营业利润科目上升68.69%，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同时毛利率也有略微上升所致；

24、营业外收入科目下降70.24%，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期有所减少；

25、营业外支出科目下降60.82%，主要是本期的补偿支出下降所致；

26、利润总额科目上升84.62%，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毛利率略微上升所致；

27、所得税费用科目上升282.20%，主要是由于利润总额上升而上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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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贵州福泉川东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泉川东” ）签订《磷矿石堆场

租赁协议》，租赁福泉川东部分场地作为公司磷矿石堆场，租赁期限截至2020年1月31日，租金及水电费

用累计不超过300.00万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属总经理审批

权限范围，已取得公司总经理审批同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因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2017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期解限条件，

于2019年3月27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对当期不满足解限条件的股份予以回购

注销，相关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9年03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1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

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允价值

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

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

源

其他 37,005,285.00 37,005,285.00 自有

合计 37,005,285.00 0.00 0.00 0.00 0.00 0.00 37,005,285.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

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3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设

控股子公司工商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证券代码：002895）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8,100.00万元，与广西南国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新设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比例90%。 该事项经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对该事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

公告编号：2019-024、2019-025）。

现该控股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取得由扶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

下：

名称：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421MA5NQP1K7B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海斌

注册资本：玖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9年4月24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复混肥、磷肥、磷酸二氢钙的加工及销售；农业技术推广服务；饲料添加剂类、肥料类产

品、非金属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碳酸钙、煤、无机盐、石灰、五金交电、机械设备零配件的购销；货物进

出口业务（国家有限制及禁止的除外）；石膏及其制品、钛白粉、水处理剂、钛石膏的生产、销售；建筑材

料、机械设备及零配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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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所：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扶绥县渠黎镇）管委会办公楼4楼424号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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