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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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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顾益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振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振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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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7,991,449.08 3,991,791,276.63 -1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85,417,212.41 1,109,422,733.07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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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70,733.52 -91,834,4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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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040,781.68 335,174,127.01 -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6,493,742.44 34,277,875.91 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948,218.65 32,694,435.23 9.95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3.24 5.70 减少2.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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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000.00 收到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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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995.08 银行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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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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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56.44

所得税影响额 -106,655.67

合计 545,5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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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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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161,460,000 37.93 0 质押 100,77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顾益明 40,207,050 9.45 0 质押 13,600,000 境内自然人

朱彩珍 25,955,397 6.1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顾龙棣 25,886,250 6.08 0 质押 17,550,000 境内自然人

苏州弘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8,567,900 4.36 0 无 0 其他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12,096,730 2.84 0 无 0 其他

王秋林 9,055,800 2.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量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子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723,551 2.05 0 未知 0 其他

鲁崇明 8,442,603 1.9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7,026,870 1.6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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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161,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460,000

顾益明 40,207,050 人民币普通股 40,207,050

朱彩珍 25,955,397 人民币普通股 25,955,397

顾龙棣 25,886,250 人民币普通股 25,886,250

苏州弘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8,56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67,900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2,096,730 人民币普通股 12,096,730

王秋林 9,055,800 人民币普通股 9,055,800

深圳量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子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723,551 人民币普通股 8,723,551

鲁崇明 8,442,603 人民币普通股 8,442,603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026,870 人民币普通股 7,026,8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顾益明、朱彩珍、顾龙棣、苏州弘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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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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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减少62.46%，主要系报告期末银行存款减少所致。

2.�应收票据较上年末余额增加59.79%，主要系报告期内以票据结算的工程款增加所致。

3.�存货较上年末减少46.24%，主要系报告期内原材料减少所致。

4.�投资性房地产期末余额2446.68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对外出租房产增加所致。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较上年末减少37.75%，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6.�预收款项较上年末余额增加169.23%，主要系预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余额减少77.39%，主要系公司采用年薪制，在报告期内支付职工考核年

薪所致。

8.�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余额减少38.75%，主要系限制性股票回购款较上年末减少所致。

9.�长期应付款较上年末余额增加47.96%，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企业用地回购补偿款增加所致。

10.�库存股较上年末余额增加240.78%，主要系报告期回购股票增加所致。。

11.�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57.76%，主要系报告期缴纳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12.�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6.90%，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3.�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64.09%，主要系报告期计提的资金占用费增加所致。

1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35.24%，主要系报告期对联营企业新合盛商业保理公司的投资收益

增加所致。

15.�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20.50万元，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捐赠款增加所致。

16.�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0.14%，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劳务费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62.00%，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劳务费及购货款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18.�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52.28%，主要系报告期收回的银行理财款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19.�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54.79%，主要系报告期收回的银行理财收益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20.�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末减少52.65%，主要系报告期收回的银行理财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2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78.54%，主要系报告期在

建工程投入减少所致。

22.�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减少52.47%，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购买银行理财款减少所致。

23.�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本报告期为0，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收购广东赛翼

公司款项所致。

2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68.71%，主要系报告期在建工程投入、支付的银行理财款和

取得子公司的现金净额减少所致。

2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增加88.55%，主要系报告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26.�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52.70%，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7.�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0.68%，主要系报告期偿还的银行借款资金增加所致。

28.�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405.85%，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股票回购款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9.�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16.26%，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股票回购款和偿还银行借款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376.57%，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股票回购款和偿还银

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1.�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6.33%，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购货款、支付的股票

回购款和偿还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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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益明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编号：

2019-030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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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如下，供投资者参阅。

单位：个、亿人民币、%

业务名称

2019年第一季度

本年累计签订项目数量 本年累计签订项目合同额

新签项目数量 新签项目合同额 同比增减

公共建筑装饰工程 8 2.57 74.58 8 2.57

建筑幕墙工程 7 3.59 -5.59 7 3.59

设计业务 45 0.19 -34.83 45 0.19

合计 60 6.35 14.01 60 6.35

注：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公告编号：

2019-031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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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24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签订相关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

买宁波银行的结构性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6）。

该理财产品于近日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46.85万元，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编号：

2019-032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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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

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并授权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长具体负

责办理实施。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

下简称：“宁波银行” ）签订相关协议，购买理财产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 891570号

2、投资金额：5,000万元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预期年化收益率3.60%

4、理财产品起息日：2019年4月26日

5、到期日：2019年7月26日

6、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7、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宁波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的措施

公司购买的为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内，公司财务部将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及时

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包含本

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及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公司代码：6038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柯利达

一、 重要提示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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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1.3公司负责人胡泽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光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兰

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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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2,836,744.79 8,791,492,709.62 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14,456,750.25 5,192,696,149.84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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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01,867.42 117,194,663.56 -2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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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785,483.20 1,372,279,913.96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28,423.88 76,850,223.88 -5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114,344.39 73,146,215.34 -5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 1.35 减少0.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8 0.0438 -54.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8 0.0438 -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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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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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5,4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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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3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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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3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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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580.23

所得税影响额 -496,233.79

合计 2,614,07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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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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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246,382,218 14.04 0 无 0 国家

王全根 120,219,498 6.8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平 120,193,594 6.85 70,743,601 质押 63,105,999 境内自然人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96,868,925 5.52 0 质押 96,8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海南文盛投资有限公司 80,574,253 4.59 72,516,827 质押 80,574,253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58,687,173 3.3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天津自贸区鑫泽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6,645,680 2.66 46,645,680 质押 44,21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铄京实业有限公司 39,949,000 2.28 39,949,000 质押 39,949,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方东和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000,000 1.48 26,000,000 质押 26,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晓晖 21,025,746 1.20 12,615,448 质押 14,0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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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246,382,218 人民币普通股 246,382,218

王全根 120,219,498 人民币普通股 120,219,498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96,868,925 人民币普通股 96,868,925

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 58,687,173 人民币普通股 58,687,173

黄平 49,449,993 人民币普通股 49,449,993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1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0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723,271 人民币普通股 18,723,27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216,472 人民币普通股 13,216,472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12,144,824 人民币普通股 12,14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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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0,541 人民币普通股 10,780,5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大股东中王全根、巨星集团、地矿公司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关系，前10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中黄平和沃本新材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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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说明：

公司前10大股东中海南文盛投资有限公司与非前10大股东海南文武贝投资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动

人关系，海南文盛投资和海南文武贝投资合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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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重大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54,613,290.60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财务报表列报科目

（注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505,370.00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财务报表列报科目

（注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289,201,823.68 934,191,905.95 38.00% 本期受春节等因素影响，应收账款回收滞后。

预付款项 523,909,828.58 385,231,778.37 36.00% 本期为购进原材料增加了预付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8,363,814.94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财务报表列报科目

（注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5,815,578.84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财务报表列报科目

（注1）

在建工程 42,269,196.28 32,505,322.59 30.04% 未完工房屋建筑物、实验室等工程项目增加

开发支出 591,051.41 100.00% 子公司进行芒廷帕斯矿石冶炼技术研究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54,194,974.78 660,229,465.57 44.52%

本期受下游回款滞后影响， 延迟了原料采购等

款项支付。

应付职工薪酬 26,508,875.10 57,227,714.74 -53.68% 本期支付了上期计提的工资薪金

其他综合收益 4,591,071.03 17,572,258.66 -73.87%

本期公司持有的格陵兰公司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影响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重大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40,351,706.00 -6,060,180.19 765.85%

本期受主要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资产减值损

失增加

其他收益 6,111,651.17 3,359,228.55 81.94% 本期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收益 722,329.70 -100,177.25 821.05%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出售获利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77,448.11 176,000.00 284.91%

本期末持仓股票增加， 且期末市价高于购买成

本

营业外收入 273,912.87 1,923,978.16 -85.76% 本期非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8,908,668.80 28,857,668.69 -69.13% 本期应纳税所得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重大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801,867.42 117,194,663.56 -230.38%

本期为锁定原料价格， 采购所支付现金较上年

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38,552.17 -18,586,836.66 -180.51%

本期增加芒廷帕斯运营资金及对外股权投资支

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522,284.48 -13,316,167.54 667.15% 本期外部融资较上年同期增加

注1：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通知》（财会[2017]7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

[2017]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和《关于印

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7]14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和通知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对财务报表列报科目做

出相应调整。根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中的衔接规定和通知要求，公司无需对2018年度以及可比期间的

比较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仅需于2019年年初对公司持有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进行重新分类和计量，并对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年初数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财务报表科目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政策规

定，不影响公司损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

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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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对本次回购股份方案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明确了回购股份的具体用途，并于

2019年4月9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稿）》。

2019年4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

划已实施完毕。

报告期内， 募集配套资金投资的海南文盛“年产 5�万吨莫来石” 和“年产 2�万吨陶瓷纤维制

品” 项目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终止募投项目的议案，在

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与会股东在审议时，认真听取了公司经理层关于募投项目进展介

绍、终止理由的陈述，认为募投项目仍有推进的可能，现在终止募投项目的理由尚不够充分。 因此否决了

该议案，并责成公司和募投项目承建单位继续组织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就项目异地建设、其他合作方式

或变更募投项目等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和充分论证。 如果未来公司经理层、董事会结合募投项目实施

的可行性、科学性以及政策环境，认为募投项目确有变更需要的，另行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必要

的批准程序。 具体详见公司 2019�年 1�月 25�日发布的《盛和资源关于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未通过部分议案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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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泽松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47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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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

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66号城南天府7楼）召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已依照公司章程的规

定，提前10天（即于2019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第七届董事会所有董事候选

人。 会议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董事会采用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事推荐

的董事代表胡泽松先生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综上，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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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议案名称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胡泽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三年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唐光跃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三年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构成结构、各个董事的专业和资历等要素，同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

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胡泽松、唐光跃、董文、毛景文、杨文浩

召集人：胡泽松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杨文浩、闫阿儒、董文

召集人：杨文浩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谷秀娟、闫阿儒、曾明

召集人：谷秀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闫阿儒、杨文浩、王晓晖

召集人：闫阿儒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和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聘任胡泽松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和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聘任郭晓雷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和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聘任夏兰田女士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和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聘任毛韶春先生、

黄厚兵先生、 王延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三年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陈冬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即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薪酬管理工作的市场化与科学化，建立健全以岗位目标绩效、岗位价值分配为主

体的分配机制，建立一个基本统一的薪酬制度和薪酬结构，同意公司制订的《薪酬管理制度》。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通过《关于〈超额奖励发放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的薪酬管理，激励核心管理团队发挥个人潜能，鼓励超越经营责任要求目标，通过价

值共创，实现利益共享，进而达到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目的，同意公司制订的《超额奖励发放管理办

法》。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和上网附件。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7日

报备文件：董事会决议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总经理简历：

胡泽松：男，本科学历，人民大学ＭＢＡ四川一班研修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现任成都市武侯区人

大代表。1983�年至今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工作，历任政治处副主任、峨眉中试基地主

任、所长助理、副所长、党委副书记，现任所长、党委书记；现兼任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理事；曾兼任中国地

质学会理事、四川省冶金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咨询业协会副理事长、四川省稀土协会副理事长；曾任乐

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盛和资源（德昌）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4年4月至今任中铝四川稀土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13年1月26日至今任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9年4月26日起任盛

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董事会秘书简历：

郭晓雷：男，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 2004年8月至2007年9月，就职于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

院，任法官助理兼院团支部书记；2007年9月至2014年2月，就职于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任证券

部律师；2014年2月至今，就职于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投资发展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

任宁夏丰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格陵兰矿物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海南文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盛和岭南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4月26日起任盛和

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3、财务总监简历：

夏兰田：女，大专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会计师。 1976年至1984年在四川省汽车42队工作；

1985年至 2012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工作，历任财务部副主任、计划财务处副处长、

处长。 现系国土资源部财务管理专家库、中央地勘基金专家库、四川省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评审

专家。2013年9月至2019年3月任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1月26日至今任盛和资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4、副总经理简历：

毛韶春：男，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93年7?-1994年4月，在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平安县支

行工作，主要从事储蓄、对公会计等工作；1994年5-8月，借调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从事国际清算、外汇

资金等业务；1994�年9月-2001年3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西宁市黄河路支行（原青海省农行国际业务部）

国际结算部副主任；2001年4�月-2006年10�月，任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国际结算科长，参与新的省

分行国际部的重建工作；2006�年11月-2010�年2�月，作为特殊人才调入青海银行从事国际业务，担任

总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2010�年3�月-2012�年2�月，任青海银行总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2012�年

3月-2014年1月，任青海银行五?路管理行行长；2014�年2�月-2018�年2月，任青海银行城中支行行长；

2018年3月至今，任青海银行总行授信审查部总经理。 2019年4月26日起任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黄厚兵：男，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1992年参加工作，曾任四川省彭州市建筑工程

二公司会计师、财务经理，四川省日新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曾在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昆明

大商汇实业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南宁大商汇财务总监、集团财务部高级经理；2007年至 2009年在云南

实力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2009�年至2010年在四川大地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经理；2010年9月

至2013年4月任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2016年7月20日至今任成都市宏盛

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7月15日至今任深圳盛和岭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1月26

日至2019年4月26日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6年4月26日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延莉：女，大专学历，经济师，国际商务师。 1997年12月至2015年12月，就职于甘肃稀土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历任销售事业部进出口科科长、销售事业部部长。 2016年6月至今，就职于盛和资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兼任德昌盛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乐山盛和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3月到8月兼任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3月至今任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9年4月26日起任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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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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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4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送， 会议于2019

年4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66号城南天府7楼）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

事人数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会议的主持人为监事翁荣贵先生，列席人员为董事会秘书郭晓雷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陈冬梅女士。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翁荣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即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审核后，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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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项；

3、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三、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和上网附件。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7日

●报备文件 监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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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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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蔡红艳女士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附蔡红艳女士简历）

蔡红艳女士将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的非职工监事翁荣贵先生、 李琪先生共同组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7日

附：蔡红艳简历

蔡红艳，女，汉族，大专学历，2000年5月至2010年12月在峨眉山科盛稀土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历任

库房管理员、统计员、行政专员；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在四川润和催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

行政办公室主任助理；2012年6月至今在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ISO9000内审员、人力资

源专员，现任销售专员；2019年4月26日起任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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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梁玮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汪礼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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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364,114.54 933,695,854.37 -3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046,258.73 405,557,419.90 -4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06,121,795.69 402,766,138.78 -48.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0,139,343.82 -215,651,902.94 299.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96 0.5012 -48.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96 0.5012 -48.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1% 15.14%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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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6,321,099.48 7,316,030,589.91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02,679,335.40 2,692,633,076.67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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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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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61.5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81,392.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2,177.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494,889.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8,198.81

合计 3,924,46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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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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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社增 境内自然人 53.57% 433,440,000 质押 99,000,000

梁家荣 境内自然人 20.15% 163,000,000 122,250,000

日喀则市世荣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3,000,000

高艳 境内自然人 0.36% 2,937,202

朱晓东 境内自然人 0.34% 2,713,600

中国工商银行－富

国中证红利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2,598,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标普中

国A股红利机会指数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其他 0.32% 2,551,119

罗建华 境内自然人 0.29% 2,347,916

郭凤英 境内自然人 0.26% 2,109,801

甘培利 境内自然人 0.21% 1,69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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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社增 433,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3,440,000

梁家荣 40,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750,000

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高艳 2,937,202 人民币普通股 2,937,202

朱晓东 2,71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3,600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8,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标普中国A股

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551,119 人民币普通股 2,551,119

罗建华 2,347,916 人民币普通股 2,347,916

郭凤英 2,109,801 人民币普通股 2,109,801

甘培利 1,69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梁家荣系梁社增之子，梁社增为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三者系一致行动人。 梁社增、梁家荣

和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高艳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937,202股；

公司股东朱晓东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713,600股；

公司股东罗建华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5,3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262,616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47,916股；

公司股东郭凤英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109,801股；

公司股东甘培利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29,700股，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69,

7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9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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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定资产较上年末减少32.75%，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有固定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2、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54.82%，主要原因系发放上年计提的薪酬。

3、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36.56%、42.87%和42.78%，主要原

因系本报告期可结转的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

4、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84.88%，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广告费及市场推广活动费等增

加。

5、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32.55%，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费用化利息费用增加。

6、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61.67%，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计提

等增加。

7、本报告期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90.24%，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拆迁补偿财政专项补助款减少。

8、 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133.72%，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损失减

少。

9、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捐赠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10、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分别减少48.21%、48.82%，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可结转的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99.46%，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预售房款回款比

上年同期增加。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23.74%，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及

国债逆回购增加。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55.18%，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取得的银行借款

比上年同期减少。

14、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8.20%，主要原因系可结转的商品房销售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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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

（珠海）有限公司终止项目合作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珠海）有限公司终止项目

合作，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034号临时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终止合作的相

关事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与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珠海）有限公司终止项

目合作

2018年11月28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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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玮浩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16� � � � � � � � � �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19-021

公司代码：60039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盛和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