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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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志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军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清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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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3,065,726.56 7,681,719,318.31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22,068,372.94 3,795,701,4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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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47,285.45 -2,851,1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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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286,384.98 708,539,274.08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4,237,055.91 48,700,902.57 13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6,888,278.50 39,450,570.84 170.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6 1.38 增加1.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82 0.035 134.2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82 0.035 1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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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9,49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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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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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049.47

合计 7,348,7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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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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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97,081,381 42.86 0 无 不适用 国有法人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

院

101,872,396 7.31 0 无 不适用 国有法人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89,709,790 6.44 0 无 不适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744,172 6.30 0 无 不适用 国有法人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46,723,848 3.35 0 无 不适用 国有法人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43,564,700 3.13 0 无 不适用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13,235,762 0.95 0 无 不适用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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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8,613 0.32 0 无 不适用 未知

北京艾克天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326,923 0.31 0 无 不适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启越新材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717,948 0.27 0 无 不适用

境内非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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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97,081,381 人民币普通股 597,081,381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101,872,396 人民币普通股 101,872,396

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9,709,790 人民币普通股 89,709,790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7,744,172 人民币普通股 87,744,172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46,723,848 人民币普通股 46,723,848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43,564,700 人民币普通股 43,564,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3,235,762 人民币普通股 13,23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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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8,613 人民币普通股 4,508,613

北京艾克天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326,923 人民币普通股 4,326,923

北京启越新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717,948 人民币普通股 3,717,9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航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均由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与北京京国发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因“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构成一致行动

人。 除此之外，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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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

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货币资金 571,146,142.82 921,595,038.64 -350,448,895.82 -38.03

短期借款 74,000,000.00 335,017,521.48 -261,017,521.48 -77.91

其他流动负

债

1,752,615.48 3,300,016.65 -1,547,401.17 -46.89

长期应付款 210,331.17 9,033,843.60 -8,823,512.43 -97.67

合并利润表

项目

2019年1月—3月 2018年1月—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税金及附加 21,760,634.42 31,813,398.64 -10,052,764.22 -31.60

研发费用 6,222,157.47 4,317,606.80 1,904,550.67 44.11

财务费用 1,857,426.03 473,021.33 1,384,404.70 292.67

资产减值损

失

-23,340,191.34 1,793.70 -23,341,985.04 -1,301,331.61

所得税费用 36,476,523.52 -3,814,126.41 40,290,649.93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4,237,055.91 48,700,902.57 65,536,153.34 134.57

少数股东损

益

8,210,865.82 21,975,397.29 -13,764,531.47 -62.64

合并现金流

量表项目

2019年1月—3月 2018年1月—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5,547,285.45 -2,851,191.74 -72,696,093.7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348,376.96 -80,383,495.81 68,035,118.8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5,486,229.72 83,791,750.00 -349,277,979.72 -416.84

货币资金减少主要是子公司中航复材本期归还到期借款及支付材料外协款所致。

短期借款减少主要是子公司中航复材本期归还到期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减少主要是子公司航智装备原计提技术服务费本期收到发票入账所致。

长期应付款减少主要是子公司中航复材本期专项应付款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是子公司致豪地产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税金及附加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增加主要是子公司中航复材及航智装备本期研发项目支出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子公司中航复材本期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主要是子公司致豪地产本期转回已收到的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所致。

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是子公司致豪地产本期预缴的所得税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主要是子公司中航复材本期利润增加及合并口径评估增值本期

摊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减少主要是子公司所属企业北城致豪本期利润减少,相应的少数股东权益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本期子公司致豪地产1季度缴纳企业所得税及工资性费

用较去年同期增加，子公司航智装备支付往来款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子公司中航复材本期园区二期建设根据项目进展投入较

去年同期减少，子公司优材百慕本期无募投资金费用支出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是子公司中航复材本期归还到期短期借款， 本期无新增借

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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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志强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9-012

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二次会议（临时会议）

通知于2019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或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董

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启动房地产业务退出、开展房地产业务资产评估工作的议案》：

为聚焦航空新材料、航空专用装备主业发展，履行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时五年内有序退出房地产业

务承诺，同意公司启动房地产业务退出、开展房地产业务资产评估工作，评估基准日定为2019年4月30

日。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总部增设科技与产业发展部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总部科技发展管理、产业项目孵化的业务能力，同意公司总部增设科技与产业发展部。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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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郑念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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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214,657.63 1,596,421,019.11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9,434,044.70 779,458,383.90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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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7,748.03 -59,755,641.71 1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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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730,658.36 200,156,861.86 4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75,660.80 2,108,365.12 1,32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615,723.14 1,289,688.35 1,88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0.30 增加3.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02 1,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02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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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9,3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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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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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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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330.46

所得税影响额 -925,960.90

合计 4,359,9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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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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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交易性金融资产 765,234.00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1,440,457.00 -100.00

预付款项 4,007,338.53 1,899,983.74 110.91

其他应收款 6,691,055.13 20,745,210.31 -67.75

其他流动资产 9,668,245.33 6,283,484.14 53.8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800,000.00 -1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800,000.00 不适用

应付利息 199,971.98 455,414.22 -56.09

① 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所致。

②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所致。

③ 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末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④ 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收回期初出口退税款所致。

⑤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预交的税费和增值税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计

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所致。

⑦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

计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所致。

⑧ 应付利息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借款利息到期还款结算较上年末减少所致。

（2）报告期利润构成变动情况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本报告期累计比上年度同

期累计增减（%）

营业收入 283,730,658.36 200,156,861.86 41.75

税金及附加 3,927,171.42 1,366,349.05 187.42

销售费用 8,957,289.77 6,554,640.81 36.66

管理费用 17,153,605.85 10,423,604.38 64.57

财务费用 10,178,395.54 7,782,451.21 30.79

资产减值损失 -1,061,087.56 2,200,052.16 -148.23

其他收益 4,879,311.78 206,133.00 2,267.07

投资收益 1,900,364.00 767,385.02 147.6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75,223.00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13,294.41 -100.00

营业外支出 59,972.21 8,100.00 640.40

所得税费用 4,466,247.82 298,775.30 1,394.85

少数股东损益 7,856,234.19 不适用

①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密封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荣

基” ）、芜湖安博帝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博帝特” ）纳入合并范围及市场规模扩大所致。

② 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及城建税、教

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③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④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及职工薪酬增加

所致。

⑤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⑥ 资产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⑦ 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及

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⑧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远期锁汇已到期部份结汇收益所致。

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说明： 系上一年度外汇远期锁汇后至报告期末已到期部份结汇

收益转入“投资收益” 所致。

⑩ 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系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11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2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及利润总额

增加相应计提的应交所得税额增加所致。

13

少数股东损益变动原因说明：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本报告期累计比上年度同

期累计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57,748.03 -59,755,641.71 172.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446,059.11 3,974,315.85 -1,067.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69,648.92 不适用

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经营性款项收支情况良好及芜湖荣基、

安博帝特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内芜湖荣基、安博帝特纳入合并

范围所致。

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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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2019年2月15日分别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2019年4月21日公

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修订稿)》。 公司拟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9,000万元，募集资

金将用于汽车悬置减震产品生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可转债发行尚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截止目前，该事项尚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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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念辉

日期 2019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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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封全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成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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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481,035.67 1,099,404,977.81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81,861,428.61 868,640,706.22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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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20,209.08 -45,345,3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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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246,681.62 760,370,904.75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303,378.55 21,489,252.19 -3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384,955.73 19,146,615.28 -4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2 2.63 减少1.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8 0.17 -52.9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8 0.17 -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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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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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4,9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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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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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5.21

合计 1,918,4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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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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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发生的重大变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同比增减（%)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345,407,408.74 260,427,068.31 32.63

主要系本期3月末为非工作日故应收账款未能及时

回款所致。

在建工程 56,119,395.50 34,153,047.01 64.32 主要系本期募投项目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8,636,262.39 6,628,601.59 30.29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608,054.23 8,965,182.27 -48.60 主要系上年计提的年终奖金在本期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5,945,543.97 9,032,393.54 -34.18 主要系本期实现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3.1.2�利润表发生的重大变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3月）

同比增减（%) 情况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4,131,727.55 2,171,348.83 90.28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余额增加

所致。

营业利润 13,129,942.90 24,157,938.15 -45.65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及资

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517.54 22,251.86 -70.71

主要系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较大所致。

利润总额 15,069,896.31 26,642,205.30 -43.4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及资

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发生的重大变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3月）

同比增减（%)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020,209.08 -45,345,361.7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357,128.48 721,258.48 -2645.15

主要系本期支付募投项

目设备采购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324,041.66 7,608,901.67 140.82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较

上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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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封全虎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18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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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5日通过电话和传真等方式向公

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

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封全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安徽众源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众源新材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安徽众源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的《众源新材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0）。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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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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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号———有色金属》 有关规定和披露要

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产品产量、销量及同比变化情况为：

单位：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

年同期增减

（%）

销售量比上

年同期增减

（%）

库存量比上

年同期增减

（%）

铜板带 15,341.04 16,340.77 516.83 -2.40 2.58 -62.44

其他业务 15.82 -83.46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所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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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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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的名称：安徽众源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投资金额和比例：3,000万元人民币，占出资比例100%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本次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风险、运营风险以及经济环境等方面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众源新材” ）拟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出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安徽众源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4月25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安徽众源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名）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众源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48号办公楼406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投资、投资及管理咨询。 投资设立相关基金管理机构，法律及相

关管理规定允许的其它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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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众源新材持股100%

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注：以上注册登记信息为拟申报信息，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设立该全资子公司，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更好的实施业务发展战略，提升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设立该子公司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布局和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本次对

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公司设立后，新公司可能在经营

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经营管理风险等，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子公司的内控管理制度，促使其

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加强风险防控，积极有效防范和降低风险，不断引进优秀人才、持续提

升公司创新能力，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21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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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5日通过电话和传真等方式向公

司全体监事发出《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下午1: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会

议由监事张成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安徽众源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规范运作，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地反

映了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 我们保证公司2019年

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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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众源新材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众源新材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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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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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众源新材” ）原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吴

小兵先生辞去上述职务（详见公司2019年3月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众源新材关于监事辞

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1））。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成强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姓名：张成强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82年12月06日

学历：本科

工作经历：

1、2005年--2009年安徽双源管业从事生产计划工作；

2、2009年--2014年2月安徽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从事营销部驻外办事处内勤管理工作；

3、2014�年3�月--至今在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从事营销内勤工作。

于2014年3月进入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入司后负责子公司安徽永杰铜业有限公司营

销计划工作，2016年8月调至众源新材负责物流计划工作，2017年9月至今任营销部计划员。2018年5月至

今担任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089

公司简称：正裕工业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527

公司简称：众源新材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62

公司简称：中航高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