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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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赖国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骏保证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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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554,250.24 2,082,561,727.96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7,918,188.10 964,502,291.6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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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1,366.44 -6,239,385.51 2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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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279,259.57 429,962,103.47 4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37,702.43 15,506,573.60 3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61,096.77 8,401,693.22 6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1.70% 增加0.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2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2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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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8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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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5,4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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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3,9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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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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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7

所得税影响额 -1,335,845.76

合计 7,676,6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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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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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7,061,856 34.97 47,061,856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 13,132,087 9.76 13,132,087 质押 7,4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904,762 7.3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林阿锡 4,040,643 3.00 4,040,643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赖翼双 4,040,043 3.00 0 质押 1,750,000 境内自然人

仇菲 2,849,100 2.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根富 1,590,819 1.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融通新能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18,779 0.91 0 无 0 未知

赖金法 1,210,161 0.90 1,210,161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赖雪花 1,110,161 0.82 1,110,161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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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904,762 人民币普通股 9,904,762

赖翼双 4,040,043 人民币普通股 4,040,043

仇菲 2,849,100 2,849,100

潘根富 1,590,819 人民币普通股 1,590,8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新能源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18,779 人民币普通股 1,218,779

李胜男 982,200 人民币普通股 982,200

孙瑞清 948,028 人民币普通股 948,028

周绿云 9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10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蓝筹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829,683 人民币普通股 829,683

金顺清 808,128 人民币普通股 808,128

叶青 808,128 人民币普通股 808,1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公司董事长赖国贵先生， 重庆春

风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系公司董事赖国强先生， 春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重庆春风投资有限公司、林阿锡先生、赖金法先生、赖雪花女士

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比例为49.45%。

公司未知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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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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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57,272,863.07 33,676,562.32 70.07% 主要系采购规模增加，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819,183.48 14,330,489.51 31.32% 主要系股票回购业务资金转出挂账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7,692,226.02 318,735,309.07 -91.31% 主要系理财产品部分到期收回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9,334,259.89 6,169,512.60 51.30% 主要系本期待摊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658,120.00 4,572,223.76 176.85% 主要系预付测量设备款项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5,402,132.83 55,958,092.89 -54.61% 主要系年底计提年终奖等已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15,124,714.75 11,524,000.54 31.25% 主要系本期所得税及消费税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9,966,998.68 7,573,211.03 31.61% 主要是本期与资产相关的补助增加所致

2、本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率 情况说明

营业总收入 603,279,259.57 429,962,103.47 40.31% 主要系国内外业务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430,610,379.10 324,577,152.50 32.67% 主要系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16,166,679.40 8,960,958.22 80.41%

主要系250CC以上排量销售增长引起消费税

及附加税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31,746,620.77 11,503,207.58 175.98% 详见注1

研发费用 35,917,521.41 26,358,751.17 36.26% 主要系研发项目及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7,246,137.00 8,661,218.42 -16.34% 主要系汇率变动引起的汇兑损益所致

销售费用 64,690,580.22 41,318,462.39 56.57% 详见注1

注1： 美国子公司 CFP� 2018年第一季度从本公司购入产品发生运费与关税的金额为9,743,501.44元计

入产品成本，发生销售佣金金额为6,392,758.38元计入收入抵减项，合计金额为16,136,259.82元。 按照2019

年第一季度费用口径，上述金额均应计入费用。按照2019年费用归属口径重分类后，2018年第一季度销售费用

增加5,247,030.85元，管理费用增加10,673,463.95元。 重分类后2018年第一季度销售费用合计数为46,565,

493.24元，管理费用合计数为22,176,671.53元。 同口径下2019年第一季度销售费用增长38.92%，主要系关税、

运输费用增加所致；管理费用增长43.15%，主要系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人工成本增长所致。

上述重分类后，2018年第一季度收入合计436,354,861.85元， 成本合计314,833,651.06元， 毛利率

27.85%，上述调整因素增加毛利率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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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赖国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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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倪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国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郭静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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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0,688,189.27 3,837,803,210.21 -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83,107,888.65 2,570,450,766.69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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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7,354.17 -13,027,8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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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53,665.11 896,707,204.24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2,136,911.74 38,542,462.50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402,282.72 32,117,561.09 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4 1.61 增加0.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0 0.09 11.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0 0.09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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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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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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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5,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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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1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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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28

所得税影响额 -1,974,063.85

合计 9,734,6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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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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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95,840,000 48.00 195,84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76,500,000 18.75 76,5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金华德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428,600 6.23 25,428,6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倪强 4,263,500 1.04 4,115,7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廖剑波 4,115,700 1.01 4,115,7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丽娟 2,259,300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昭 2,181,619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125,783 0.5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翁学军 1,960,0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跃福 1,889,000 0.46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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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娟 2,2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9,300

金昭 2,181,619 人民币普通股 2,181,619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2,125,783 人民币普通股 2,125,783

翁学军 1,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0,000

李跃福 1,8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9,000

刘峰 1,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0,000

北京盈和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盈和智

久赢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1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8,800

UBS���AG 1,158,450 人民币普通股 1,158,450

浙江赟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赟景资产稳盈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44,607 人民币普通股 1,044,607

张风春 931,800 人民币普通股 931,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店控股”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浙江横店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横店进出口” ）是横店控股的全资

子公司， 金华德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金华德

明” ）是公司管理层的持股平台，横店控股为普通合伙人，并为金华

德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上述关系外，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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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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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3月31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2,125,783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2%，成交最高价为14.57元/股，成交最低价为13.73元/股，支付

的总金额为29,640,399.22元。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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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强

日期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

2019-032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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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9年4月24日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倪强先

生主持。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8日以电话、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303

证券简称：得邦照明 公告编号：

2019-033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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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9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厉国平先生主持。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8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四）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该时期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提出本意

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核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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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钱新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蒋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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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823,671.10 1,029,958,464.65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8,873,244.59 763,847,620.62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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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13,566.42 22,364,651.80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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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121,539.29 200,829,567.29 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25,623.97 21,525,406.27 -3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96,988.86 21,296,658.26 -2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3.05 减少1.1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3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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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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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24.5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341.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101.93

所得税影响额 6,650.51

合计 -71,36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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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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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新栋 59,560,680 37.23 59,560,68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明 39,707,160 24.82 39,707,160

质押 30,000,000

境内自然人

苏州詹姆士贝拉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2,837,360 8.02 12,837,36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静文 3,383,040 2.11 无 境内自然人

邱格屏 2,472,860 1.55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经典成长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74 0.44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 0.38 无 其他

简江峰 420,000 0.26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志良 413,100 0.26 无 境内自然人

卞宗元 365,00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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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静文 3,383,040 人民币普通股 3,383,040

邱格屏 2,472,860 人民币普通股 2,472,86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经典成

长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0,074 人民币普通股 700,0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蓝筹稳

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简江峰 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

王志良 41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100

卞宗元 3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5,000

简裕童 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

刘德才 302,956 人民币普通股 302,956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

二三组合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贝拉投资有限合伙人钱小洁系钱新栋配偶，持有贝拉

投资73.12%的出资额，钱新栋持有贝拉投资0.55%出资额，系贝拉投资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钱新栋与贝拉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2、 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除王静文与邱格屏外均系社会公众股

东，公司未知上述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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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及负债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6,334,591.65 2,531,453.24 150.24

主要系本期以银行承兑

汇票方式收回的货款增

加所致

在建工程 6,560,461.47 4,495,705.30 45.93

主要系本期发生的新购

土地建设前期规划及设

计等费用增加、 新增装

修工程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181,096.51 22,867,402.64 -46.73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

员工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5,372,297.55 2,227,203.18 141.21

主要系本期应预缴的企

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39,455.24 297,245.61 -53.08

主要系本期应支付的其

他往来支出减少所致

2)�收入及成本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本期金额较上年

同期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销售费用 4,664,058.39 3,185,752.52 46.40

主要系本期业务招待费用、 广告费用

及销售人员薪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04,003.00 -776,052.6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利息收入 376,346.99 227,344.61 65.54

主要系本期货币资金留存金额增加而

导致利息收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9,516,792.47 5,211,899.92 82.60

主要系因本期原材料库存金额增加而

导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71,224.58 53,728.45 32.5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0.02 5,562.3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处置资产获得的收益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 45,880.00 355,149.25 -87.0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251,221.89 148,127.64 69.6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厂房租赁期提前结

束而未摊完的装修费一次性计入当期

损益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60,160.60 4,160,629.15 -50.48 主要系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本期金额较上年

同期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支付的各项税费 3,453,579.26 8,872,212.40 -61.07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减

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2,672,732.93 5,377,522.57 -50.3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理财收益减少

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42,072.80 7,000.00 1,929.61

主要系本期处置旧设备收回的现

金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782,957.95 -100.00

主要系本期没有收到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863,988.26 -473,285.2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由于汇率变化而导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汇兑损失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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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新栋

日期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380

证券简称：易德龙 公告编号：

2019-015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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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春兴路50号苏州易德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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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48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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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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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钱新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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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蒋昌建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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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9,5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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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9,5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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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9,5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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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9,5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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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8,540 99.9991 1,000 0.000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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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9,5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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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9,5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际薪酬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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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8,540 99.9991 1,000 0.000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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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89,54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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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3,383,340 99.9704 1,000 0.0296 0 0.0000

7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 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3,384,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2018年度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际薪酬

情况的议案

3,383,340 99.9704 1,000 0.0296 0 0.0000

9

关于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3,384,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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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事务所

律师：张愫、里晓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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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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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易德龙 公告编号：

2019-016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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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已

于2019年4月1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下午16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其中独立董事蒋昌建先生以通讯方式

参加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钱新栋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

事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会议以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

文的议案》。

特此公告。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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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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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已

于2019年4月1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4月24日下午17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永梅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同意《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

文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编制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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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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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得邦照明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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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