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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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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沈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查正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黄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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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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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915,969.78 1,442,343,672.67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54,862,287.89 749,683,103.17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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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54,028.75 -7,800,431.47 6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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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00,230.36 198,704,698.77 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78,395.86 8,685,056.33 -4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86,860.27 8,009,386.00 -38.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1.20 减少0.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06 0.1184 -4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6 0.1184 -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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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3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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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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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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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72.21

合计 291,535.59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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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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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

司债券（品种二）质押专户

12,880,000 17.56 12,880,000 无 0 未知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11,970,000 16.32 11,970,000 质押 3,741,5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9,950,000 13.56 0 无 0 境外法人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

司债券质押专户

7,900,000 10.77 7,900,000 无 0 其他

桐乡中祥化纤有限公司 4,750,000 6.4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HOST� VANTAGE� ASIA�

LIMITED

3,800,000 5.18 0 无 0 境外法人

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650,000 4.9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吕强 213,300 0.29 0 未知 未知

袁茜 205,000 0.28 0 未知 未知

沈庭根 180,000 0.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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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11,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70,000

君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9,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50,000

桐乡中祥化纤有限公司 4,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50,000

HOST�VANTAGE�ASIA�LIMITED 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

浙江瓯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50,000

吕强 213,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300

袁茜 2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000

沈庭根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

法国兴业银行 14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200

李瑞燕 1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3,275万股，其中1,288万股存放

于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 （品

种二） 质押专户，790万股存放于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2017年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东股东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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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年末数 增减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预付款项 17,644,839.61 89,565,692.01 -80.30%

主要系采购合同的执行减少预付

账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27,863,411.01 12,261,118.36 127.25% 主要系应收退税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44.00 7,263,074.08 -99.94%

主要系项目投入转入在建工程所

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97,408,414.92 53,518,097.40 82.01%

主要系工程款、采购应付款增加所

致；

预收款项 3,671,630.04 5,709,037.27 -35.69% 主要系销售合同陆续执行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06,287.22 4,972,253.47 -87.81%

主要系年终计提的奖金支付完毕

所致；

应交税费 7,821,939.19 3,953,585.22 97.84% 主要系未交税金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2,106,192.34 4,739,955.10 -55.57% 主要系融资租赁款分期归还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本期期 上期同期数 增减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销售费用 4,587,187.68 3,476,173.15 31.96%

主要系运费及工资福利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3,797,362.43 5,770,701.09 -34.20%

主要系贷款金额相比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33,180.53 1,067,206.35 165.48%

主要系应收款项增加带来坏账准

备计提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519.84 131,351.77 -106.49% 主要系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74,413.47 514,225.13 -46.64% 主要系补贴收入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869,556.46 68,202.46 -1374.96%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影响导致所得

税费用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178,395.86 8,685,056.33 -40.38%

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江能源

主营产品生物质能源生产线例行

检修，导致开工不足，影响生产及

销售,使净利润减少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0706 0.1184 -40.37% 主要系净利润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0706 0.1184 -40.37% 主要系净利润减少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本期期 上期同期数

增减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954,028.75 -7,800,431.47 650.66% 主要系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791,122.13 -124,460,350.62 -68.03%

主要系本期理财投资金额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2,015,291.54 -9,136,790.62 578.74%

主要系本期归还借款支付的

资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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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江阴华昌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华昌” ）股东江阴飞雁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张华兴、姚静波、王勇（以下简称“江阴华昌股东” ）关于江阴华昌并购事项

产生的相关诉讼的一审判决书具体事宜已公告，具体详见公司公告内容，截至一季度报出

具日，公司未收到江阴华昌上诉内容。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重大诉讼事宜，如江阴华昌继续

上诉，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并积极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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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健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

2019-031

债券代码：

113502

债券简称：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

191502

转股简称：嘉澳转股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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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澳环保” 或“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22日以

电子邮件、传真及电话通知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和批准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报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

文》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

2019-032

债券代码：

113502

债券简称：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

191502

转股简称：嘉澳转股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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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2日

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在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的监事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小红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关于审议和批准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报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的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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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包含的信息已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正文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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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

2019-033

债券代码：

113502

债券简称：嘉澳转债

转股代码：

191502

转股简称：嘉澳转股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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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环保增塑剂 26,922.03 24,874.08 16,145.70

环保稳定剂 1,107.97 1,093.60 1,123.41

生物质能源 13,929.38 7,828.38 3,515.71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第一季度平

均售价（元/吨）

2019年第一季度平均售价

（元/吨）

变动比例（%）

环保增塑剂 7,321.60 6,490.97 -11.34

环保稳定剂 10,741.96 10,272.59 -4.37

生物质能源 4,668.74 4,490.98 -3.81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8年第一季度平均采购价

（元/吨）

2019年第一季度平均采购价

（元/吨）

变动比例（%）

大豆油 5,158.36 4,955.65 -3.93

辛醇 7,000.68 7,412.80 5.89

废动、植物油 3,487.65 3,425.64 -1.78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季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四、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

用， 该等数据未经审计, 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

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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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曲景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剑锋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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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3,617,060.36 24,035,124,460.30 -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04,341,336.32 7,717,758,780.3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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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01,004.91 -285,870,2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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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7,236,406.17 2,141,024,345.10 1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789,097.66 70,664,673.21 1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4,807,373.79 64,949,882.01 15.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52 0.9699 增加0.04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37 0.1199 11.50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37 0.1199 11.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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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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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3,880.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793.45

所得税影响额 -855,949.74

合计 3,981,7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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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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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6,270,802 28.2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110,726,172 18.7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8,652,558 6.56 0 无 0 国有法人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871,252 6.2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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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9,435 1.61 0 无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8,673,861 1.47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666,896 1.47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431,803 1.09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5,118,281 0.87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国防军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00,000 0.7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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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66,270,802 人民币普通股 166,270,802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110,726,172 人民币普通股 110,726,172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8,652,558 人民币普通股 38,652,558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871,252 人民币普通股 36,87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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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9,435 人民币普通股 9,519,43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二组合 8,673,861 人民币普通股 8,673,86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666,896 人民币普通股 8,666,89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431,803 人民币普通股 6,431,80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5,118,281 人民币普通股 5,118,28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国防军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之控股股东，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为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之控股股东，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及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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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动较大主要是本期货款收回增加；

2.预付款项：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动较大主要是本期采购增加；

3.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动较大主要是本期代收代付往来款增加；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动较大主要是本期预付长期资产增加；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动较大主要是年初计提的薪酬本期支付；

6.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变动较大主要是已贴现未到期的承兑会汇票增加；

7.研发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8.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9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回款增加；

10.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哈尔滨安博威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已经注销，本期

无投资收益，上期为对哈尔滨安博威飞机工业有限公司投资收益；

11.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哈尔滨通用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本期亏

损增加；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回款增加；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变化较大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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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曲景文

日期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03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临：2019-06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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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九人，参加表决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航直升

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议程如下：

1、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关于调整董事的议案》

经过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的议案》，提名常洪亮为公司董事候选

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附： 常洪亮，男，1962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员，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硕士研究生。 历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副处长、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系统工程司处长、副司长，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副部长、投资建设办主任、条件建设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高级专务、监事会工作三办成员。

证券代码：60003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临：2019-07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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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收到公司董事张宪先生递交的辞

职书，张宪先生因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此次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增补董事。

张宪先生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及董事会谨向其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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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竹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吕峰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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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公司生产经营亮点

●一季度公司克服各种不利影响，原燃料资源得以保障、质量明显提升，设备平稳、生产顺行。 一季度公

司铁、钢、材产量分别为147.98万吨、156.88万吨、149.10万吨，完成年度计划进度目标，同比分别增加13.71万

吨、7.84万吨、7.16万吨，分别增长10.21%、5.26%、5.04%。

●一季度公司积极拓展营销渠道，大力推进直销、直供、直发工作，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持续优化产品结

构。 一季度实现钢材销量150.2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进度目标，同比增加12.33万吨，增长8.98%；实现营业收

入53.0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进度目标，同比增长3.02%。

●一季度公司积极推进成本削减工作，对标找差、内部挖潜、深化分析、持续改善，工序降本取得新突破，

成本安全边际进一步提升。一季度超过70%的公司级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优于上年连续三个月最好水平，各类

消耗明显下降，工序成本同比下降1.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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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4,800 26,933,351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8,688,295 18,531,665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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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59 -30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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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7,920 5,152,412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0,437 350,389 -5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8,191 353,865 -63.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81 2.07 -1.26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4 -50.00

注：本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主要是公司为降低采购成本和保障资源，提高现金支

付比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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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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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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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84

合计 2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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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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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

公司

2,096,981,600 23.51 0 质押 2,096,981,6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531,052,021 5.95 0 未知 - 境外法人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

有限公司

427,195,760 4.79 0 未知 - 未知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89,268,939 3.24 0 未知 - 未知

重庆国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78,288,059 3.12 0 未知 - 未知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252,411,692 2.83 0 未知 - 未知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26,042,920 2.53 0 未知 -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

219,633,096 2.46 0 未知 -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市分

行

216,403,628 2.43 0 未知 - 未知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

有限公司

211,461,370 2.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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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 2,096,98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6,981,600

HKSCC�NOMINEES�LIMITED 531,052,021 境外上市外资股 531,052,021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427,195,760 人民币普通股 427,195,76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89,268,939 人民币普通股 289,268,939

重庆国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8,288,059 人民币普通股 278,288,059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252,411,692 人民币普通股 252,411,692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6,042,920 人民币普通股 226,042,92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19,633,096 人民币普通股 219,633,09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216,403,628 人民币普通股 216,403,628

中船工业成套物流有限公司 211,461,370 人民币普通股 211,461,3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重庆长寿钢铁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与其余9名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亦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亦不知晓其余9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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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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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3月，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1.52亿元，同比下降56.74%，主要原因是：钢材综合销售价格3,387

元/吨，同比下降4.32%，以及销售运费增加，减利2.60亿元；矿石、煤炭、合金、废钢等原燃料价格上涨，减利

0.89亿元；钢材销售数量150.27万吨，同比增长8.98%，增利0.44亿元；公司大力推进成本削减计划，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显著改善，各类消耗明显降低，各项费用有效控制，工序成本同比下降1.40亿元。

（1）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钢铁行业 5,285,003 4,968,062 6.00 2.76 7.61

减少4.23个百分

点

（2）资产、负债项目重大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84,400 0.70 30,000 0.11 514.67 购买理财产品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53,802 0.20 30,340 0.11 77.33 钢材结算跨月影响

预付账款 516,471 1.95 908,646 3.37 -43.16 预付款交易结算完毕

其他流动资产 1,332,590 5.04 575,931 2.14 131.38 采购支付方式调整，票据增加

在建工程 25,492 0.10 16,593 0.06 53.63 技措项目增加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977,612 7.48 2,946,316 10.94 -32.88 票据到期兑付

合同负债 1,356,002 5.13 1,004,280 3.73 35.02 产销规模提升，预收货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10,000 0.79 410,000 1.52 -48.78 归还银行贷款本金

其他流动负债 216,960 0.82 160,675 0.60 35.03

预收货款增加，相应税额有所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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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参与网上竞拍购买股权的议案》，同意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网上竞拍重庆新港长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港长

龙公司” ）28%股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相关程序及法律法规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其他相关具体事

宜。 同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参与网上竞拍购买股权的议案》。

截止目前，公司已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完成清算手续。 新港长龙公司正在办理工商变更、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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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竹平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1005�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2019-014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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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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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九号—钢

铁》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现将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生产经营亮点

1.�一季度公司克服各种不利影响，原燃料资源得以保障、质量明显提升，设备平稳、生产顺行。 一季度公

司铁、钢、材产量分别为147.98万吨、156.88万吨、149.10万吨，完成年度计划进度目标，同比分别增加13.71万

吨、7.84万吨、7.16万吨，分别增长10.21%、5.26%、5.04%。

2.�一季度公司积极拓展营销渠道，大力推进直销、直供、直发工作，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持续优化产品结

构。 一季度实现钢材销量150.2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进度目标，同比增加12.33万吨，增长8.98%；实现营业收

入53.0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进度目标，同比增长3.02%。

3.� 一季度公司积极推进成本削减工作，对标找差、内部挖潜、深化分析、持续改善，工序降本取得新突

破，成本安全边际进一步提升。 一季度超过70%的公司级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优于上年连续三个月最好水平，

各类消耗明显下降，工序成本同比下降1.40亿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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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4,800 26,933,351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8,688,295 18,531,665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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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559 -30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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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7,920 5,152,412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0,437 350,389 -5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8,191 353,865 -63.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81 2.07 -1.26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0.02 0.04 -50.00

注：本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主要是公司为降低采购成本和保障资源，提高现金支

付比例所致。

三、主要产品数据

主要产品

2019年1-3月

生产量（万吨）

2019年1-3月

销售量（万吨）

2019年1-3月

平均售价

（不含税，元/吨）

中厚板 49.47 49.20 3,473

热卷 67.86 71.24 3,280

棒材 16.72 14.11 3,541

线材 15.05 15.72 3,461

合计 149.10 150.27 3,387

上述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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