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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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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红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安门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卫芳女

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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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611,515.96 663,020,630.91 1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0,150,287.37 107,555,060.25 2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9,772,573.63 103,100,580.58 16.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1,343,121.17 21,042,166.54 -77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3.3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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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8,761,631.11 4,614,076,793.41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87,041,642.67 3,644,211,492.91 3.92%

注：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的相关规定，本

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1,297,086,377� (1,310,927,490-13,841,113)股计算，上

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总股本1,283,245,291（(1,008,405,762-21,294,000)*1.

3）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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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3,7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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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6,1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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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8,173.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0,982.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29,361.95

合计 10,377,71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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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9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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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35% 502,799,637 0 质押 307,204,820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3% 257,346,987 0 质押 218,131,079

章卡鹏 境内自然人 5.25% 68,782,028 51,586,521

张三云 境内自然人 3.50% 45,854,687 34,391,015 质押 22,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02% 26,469,361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

组合

其他 1.79% 23,445,119 0

谢瑾琨 境内自然人 1.35% 17,727,343 13,295,507

金红阳 境内自然人 0.98% 12,885,844 9,664,38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12,187,198 0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永安国富－

永富10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3% 9,569,9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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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502,799,637 人民币普通股 502,799,637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7,346,987 人民币普通股 257,346,98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469,361 人民币普通股 26,469,36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3,445,119 人民币普通股 23,445,119

章卡鹏 17,195,507 人民币普通股 17,195,50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187,198 人民币普通股 12,187,198

张三云 11,463,672 人民币普通股 11,463,672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安国富－永

富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569,985 人民币普通股 9,569,98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59,032 人民币普通股 5,359,0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安心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562,347 人民币普通股 4,562,3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分别持有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伟星集团” ）15.97%、10.88%的股权， 并分别担任伟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副

董事长；两人还分别持有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浙江慧星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星发展” ）18.25%、12.63%的股权。 章卡鹏先生

和张三云先生于2011年3月10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两人

与伟星集团和慧星发展均存在关联关系。

2、上述股东中金红阳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事，与伟星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同时，金红阳先生持有慧星发展6.38%的股权，与慧星发展存在关联关系。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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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4.45%，主要系本期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2、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6.97%，主要系本期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激励费

用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增加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82.24%，主要系公司计提的2018年度薪金在本期

发放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1、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31.37%，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112.46%，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理财产品收益减少

所致。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518.70万元，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

则，本期理财产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771.71%，主要系本期原材

料备库采购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0,168.45万元，主要系本

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377.64%，主要系本期原材料

备库采购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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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浙江伟星净水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

元，主要经营净水等相关业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1082MA2DTMXW23。

2、2019年3月公司以自有资金800万美元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伟星新材（香港）有限

公司，主营业务为进出口贸易、技术研发、对外投资等，注册证明书编号：2802533。

3、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同意公司循环使用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 2019年1-3月及以前期间发生延续到报告期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总金额为70,400万元，其中已经到期收回本金的合计为13,800万元，实现收益为

233.25万元； 尚未到期的金额合计为56,6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5.53%。 高峰时点数未超过董事会授权额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设立香港子公司 2019年3月2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投资设立

香港子公司的公告》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2018年9月8日、

2018年12月22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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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000,

000.00

6,253,

971.05

8,033,

014.88

38,000,

000.00

138,000,

000.00

1,067,

012.15

572,966,

002.73

自有

资金

合计

666,000,

000.00

5,186,

958.90

8,033,

014.88

38,000,

000.00

138,000,

000.00

1,067,

012.15

572,966,

00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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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1月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1月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登载于互动易（http://irm.

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

stockcode=002372&orgId=9900011087）

2019年1月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1月29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登载于互动易（http://irm.

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

stockcode=002372&orgId=9900011087）

2019年2月2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2月20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登载于互动易（http://irm.

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

stockcode=002372&orgId=9900011087）

2019年2月2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2月26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登载于互动易（http://irm.

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

stockcode=002372&orgId=9900011087）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红阳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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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肖俊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卫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德松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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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304,050.98 204,914,578.81 1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35,553.38 1,335,056.56 4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04,917.72 -1,106,399.60 8.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40,872.31 13,579,162.27 -142.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7 0.0101 45.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7 0.0101 45.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2% 0.15%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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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634,522.81 1,342,161,905.63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6,721,692.63 894,974,025.1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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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3,944.45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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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46.93

主要系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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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450.00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产生的

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5,787.40

营业外收入主要系客户违约

形成的无需退回的预付款，营

业外支出主要系固定资产报

废。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459.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809.67

合计 3,140,47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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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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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麦格斯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52% 60,089,750 60,089,750 质押 2,780,000

贵州英威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0% 23,361,450

正安县凯诺特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7% 5,642,400

张泽学 境内自然人 2.81% 3,712,228

邓国锐 境外自然人 2.81% 3,712,228 2,784,171

深圳市鹏峰创

智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1,825,419

李其锋 境内自然人 0.51% 676,556

吴阳 境内自然人 0.21% 273,100

李炳忠 境内自然人 0.20% 270,000

陈运莲 境内自然人 0.20% 26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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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英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3,361,450 人民币普通股 23,361,450

正安县凯诺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642,400 人民币普通股 5,642,400

张泽学 3,712,228 人民币普通股 3,712,228

深圳市鹏峰创智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1,825,419 人民币普通股 1,825,419

邓国锐 928,057 人民币普通股 928,057

李其锋 676,556 人民币普通股 676,556

吴阳 2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100

李炳忠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

陈运莲 263,545 人民币普通股 263,545

万艳红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张泽学持有贵州英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6.14%的股权。 2、除前述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 股东李炳忠通过广发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7万股；2、股

东万艳红通过华泰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5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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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

日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80,632,171.27 157,913,626.30 -48.94%

主要是本报告期建设项目持续投入、购建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49,195,836.01 115,390,154.54 -57.37%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部分在建工程转为固定

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641,344.22

-100.

00%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伊戈尔沐磁搬迁，原办

公及研发场地的租赁和装修费用未摊销部

分在本报告期全部计入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245,855.88 6,774,429.24 198.86%

主要是本报告期预付设备款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3,250.00 498,200.00 -97.34%

主要是本报告期未交割的远期外汇合约公

允价与交易价相近， 本报告期金融负债减

少。

应付职工薪酬 22,008,838.30 33,012,725.00 -33.33%

主要是本报告期发放了上年末计提的年终

奖。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管理费用 14,993,119.68 11,002,064.56 36.28%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开展数字化转型项目、

人才培养项目、智慧园区场地改造等项目导

致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1,736.47 -2,060,501.73 -102.03%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变动与上年

同期相比较小，报告期坏账计提金额变动不

大。

其他收益 75,446.93 1,009,605.55 -92.53%

主要是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到政府

补贴减少。

投资收益 2,789,700.00 1,626,300.00 71.54%

主要是本报告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产生的收益大于上年同期。

营业利润 2,721,358.23 1,932,057.62 40.85% 主要是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增加导致。

利润总额 3,113,201.18 2,102,010.56 48.11% 主要是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增加导致。

所得税费用 1,464,494.25 912,232.32 60.54%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吉安伊戈尔和伊戈

尔电子的营业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

加

净利润 1,648,706.93 1,189,778.24 38.57% 主要是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增加导致。

基本每股收益 0.0147 0.0101 45.54%

主要是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增

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882,824.84 19,865,606.33 -40.18%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伊戈尔电子出口收

入减少，导致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164,210.65 5,718,729.28 -44.67%

主要是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政府补贴

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740,872.31 13,579,162.27 -142.28%

主要是本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3100万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06,500,

000.00

30,000,000.00 921.67%

主要是本报告期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金额

大于去年同期。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057,736.11 58,904.11 3393.37%

主要是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实际收到的

收益大于去年同期。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8,557,

736.11

30,058,904.11 926.51%

主要是本报告期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金额

大于去年同期。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58,451,044.46 35,310,082.37 65.54% 主要是本报告期建设项目持续投入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1,393,

308.35

-284,251,

178.26

-78.40%

主要是上年同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在2018年

1季度末暂未到期赎回。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2,111,100.00 33,770,746.16 54.31%

主要是本报告期短期借款比去年同期增加

导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111,100.00 33,770,746.16 54.31%

主要是本报告期短期借款比去年同期增加

导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1,881,109.65 635,182.54 196.15%

主要是去年同期使用募集资金偿还贷款导

致借款利息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7,587,793.94

-100.

00%

主要是去年同期支付了上市的相关费用，本

报告期无上述费用支出。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174,824.09 91,974,587.70 -31.31%

主要是去年同期偿还银行借款以及支付上

市费用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063,

724.09

-58,203,841.54 -80.99%

主要是去年同期偿还银行借款以及支付上

市费用导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916,449.72 -623,976.60 -246.87% 主要是本报告期汇率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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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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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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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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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04月24日

10:00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4楼1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肖俊承主持召开。通知于2019年04月18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应出席会议董事6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一季

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与会董事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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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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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04月24日

14:00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4楼1号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通知

于2019年04月18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敬民主持召开，3名

监事全部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

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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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一季

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

表决结果：与会监事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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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剑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子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晏百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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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22,568.11 77,192,737.11 2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66,339.78 10,671,031.02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78,993.43 10,665,066.91 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387,114.32 -10,487,461.96 -151.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 0.051 9.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 0.051 9.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1.8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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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148,827.56 994,922,976.81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1,352,706.19 639,451,605.21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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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348.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86,002.30

合计 487,34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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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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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剑标 境内自然人 37.48% 77,885,500 77,885,500

吴畏 境内自然人 6.95% 14,450,000 14,450,000

孟少新 境内自然人 6.95% 14,450,000 14,450,000

李耀武 境内自然人 6.95% 14,450,000 14,450,000

李春喜 境内自然人 6.95% 14,450,000 14,450,000

陈彦 境内自然人 2.09% 4,335,000 4,335,000

杜学军 境内自然人 2.09% 4,335,000 4,335,000

孙明东 境内自然人 2.09% 4,335,000 4,335,000

无锡天亿信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3% 3,170,500 3,170,500

仲佩亚 境内自然人 0.65% 1,360,000 1,360,000

沈剑飞 境内自然人 0.65% 1,360,000 1,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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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博文 4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447,600

刘铸宽 439,900 人民币普通股 439,900

王豪杰 316,550 人民币普通股 316,550

谢凤英 313,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800

祝亚东 3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20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218,872 人民币普通股 218,872

许惠钦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施佳彤 18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600

洪月娥 18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200

陈丽英 18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关联关系：（1）沈剑飞，沈剑标之胞弟，（2）沈小堃，无锡天亿信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沈剑标、沈剑飞之侄。 一致行动人：沈剑标与无锡天亿信投资有限公司互为一

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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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万元） 期初（万元）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023.08 14,112.25 -43.15% 采购付款及募投项目投资支付增加

其他应收款 1,310.12 625.09 109.59% 销售投标保证金及个人备用金借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829.20 624.33 32.81% 子公司留抵税额增加

在建工程 12,479.29 4,759.53 162.20% 期末待安装设备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76.05 6,602.79 -59.47% 前期预付款设备到货、转在建工程

短期借款 9,500.00 6,800.00 39.71% 流动资金借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319.52 232.01 37.72% 招标保证金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万元） 上期（万元）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722.26 7,719.27 25.95% 销售业务增加

销售费用 771.70 560.14 37.77% 职工薪酬及业务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1,078.42 787.00 37.03% 职工薪酬及办公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75.43 -17.18 538.94% 流动资金借款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92.66 34.50 458.47% 长账龄应收款增加

其他收益 57.33 2.50 2193.39% 政府补助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万元） 上期（万元） 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38.71 -1,048.75 -151.61% 原材料采购付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60.08 -2,078.05 -76.13% 募投项目付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93.57 896.82 189.20% 流动资金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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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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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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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1月14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9年1月

14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3月0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9年3月

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一）》

2019年03月0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9年3月

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二）》

2019年03月0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9年3月

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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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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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9年4月12日以邮件、电子通讯等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

2、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上午9时在公司303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沈剑标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年4月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018）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促进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公司在生产经

营和投资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梅村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

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该批授信不涉及第三方担保，并提请授权董

事长沈剑标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以下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梅村支行 7,000 一年 信用担保

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将视日常营运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1）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87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2019-020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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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4、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

月12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5、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下午13时在公司303会议室召开。

6、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明东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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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年4月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018）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

三、备查文件

3、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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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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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公司在

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梅村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7,000万元的综合授信（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该批授信不涉及第三方担保，并授权

董事长沈剑标先生代表公司签署以下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梅村支行 7,000 一年 信用担保

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将视日常营运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经董事会审议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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