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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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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杨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宇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熊美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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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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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7,339,581.66 13,145,932,736.74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63,516,338.19 4,008,162,271.13 1.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7,211,583.27 -230,413,8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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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600,294.08 1,001,015,686.49 2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333,960.28 45,412,104.84 2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74,186,100.90 37,490,774.02 97.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1.21 增加0.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 0.052 2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 0.052 23.08

2018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按照最新股本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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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1,9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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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5,1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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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6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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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42,6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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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716.57

所得税影响额 -6,189,515.27

合计 -18,852,1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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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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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67,315,574 19.3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128,569,272 14.84 0 质押 128,525,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海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996,672 6.00 0 冻结 51,996,672 国有法人

潘红生 26,620,623 3.0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健 18,631,655 2.15 12,106,675 质押 18,631,652 境内自然人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臻智66

号－泰豪科技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5,660,293 1.81 0 无 0 其他

宁波杰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79,662 1.03 5,770,700 质押 8,877,7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杨剑 7,540,000 0.87 2,340,000 质押 2,028,000 境内自然人

天津硅谷天堂阳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516,890 0.7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硅谷天堂嘉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504,121 0.7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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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67,315,574 人民币普通股 167,315,574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128,569,272 人民币普通股 128,569,272

中国海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996,672 人民币普通股 51,996,672

潘红生 26,620,623 人民币普通股 26,620,623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臻智66号－泰豪科技第

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660,293 人民币普通股 15,660,293

胡健 6,524,980 人民币普通股 6,524,980

天津硅谷天堂阳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16,890 人民币普通股 6,516,890

新疆硅谷天堂嘉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04,121 人民币普通股 6,504,121

杨剑 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00

上海潆绪财务咨询中心 5,116,566 人民币普通股 5,116,5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疆硅谷天堂嘉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天津硅谷天堂

阳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胡健和宁波杰宝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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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与 去 年

相 比 金

额 增 减

幅 度

（%）

比 重 变

动幅度

说明

金额

比 重

（%）

金额

比 重

（%）

资产总计 12,287,339,581.66 100.00 13,145,932,736.74 100.00 -6.53 偿还到期债务

货币资金 1,982,239,436.55 16.13 1,456,275,995.86 11.08 36.12 5.05 收到应收ABS发行款

其他非流动

资产

276,620,000.00 2.25 194,540,000.00 1.48 42.19 0.77

购买应收ABS发行次

级债权

应交税费 76,228,996.30 0.62 223,726,585.83 1.70 -65.93 -1.08 税金到期支付

应付债券 836,007,717.41 6.80 1,281,187,198.64 9.75 -34.75 -2.94

兑付 2016年公司债

（一期）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幅度

（%）

说明

财务费用 67,540,566.46 41,442,465.44 62.97 银行贷款利息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3,897,329.72 -12,271,479.45 94.74 应收账款减少

投资收益 50,900,925.36 731,215.52 6,861.14

处置子公司长春泰豪股权收

益

资产处置收益 -103,092.07 -30,119.19 242.28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营业外支出 58,723,297.66 1,230,962.05 4,670.52 应收ABS发行折价损失

少数股东损益 -3,202,954.92 -2,419,974.70 32.35

少数股东参股子公司利润减

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7,211,583.27 -230,413,827.62 不适用 货款回笼以及应收ABS发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358,713.88 16,631,201.17 -583.18 购买应收ABS发行次级债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2,016,378.82 -54,938,253.55 不适用

兑付2016年公司债 （一期）

以及票据保证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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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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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剑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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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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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

材料于2019年4月16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黄代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

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要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照“财会[2018]15

号” 通知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

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对金融资

产的分类和计量作出以下调整：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

资，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现分类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报表列报的项目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产生影响，对公

司本期以及可比期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

求而进行的， 变更后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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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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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

材料于2019年4月16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

决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自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

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规定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对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

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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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

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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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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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0590

公司简称：泰豪科技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788

公司简称：宁波高发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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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克波、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克波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钱建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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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899,439.11 1,053,163,134.24 2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909,985.18 10,734,363.97 46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6,502,927.82 6,706,105.26 -196.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623,762.29 99,637,594.59 -17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6 0.0130 46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00 0.0130 43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0.4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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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5,140,743.01 7,397,560,918.34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75,922,589.45 2,327,809,913.03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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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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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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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20,939.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204.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451,562.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9

合计 67,412,91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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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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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模塑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78% 295,959,745 54,985,337 质押 217,000,000

江阴精力机械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5% 54,985,337 54,985,337

#俞雄伟 境内自然人 0.87% 7,189,204

#胡庆丰 境内自然人 0.72% 5,960,094

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2% 5,142,769

沈云弟 境内自然人 0.52% 4,314,796

夏燕 境内自然人 0.38% 3,107,702

沈枝俏 境内自然人 0.32% 2,673,907

冯天 境内自然人 0.32% 2,666,700

#陆苗 境内自然人 0.32% 2,63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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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 240,974,408 人民币普通股 240,974,408

#俞雄伟 7,189,204 人民币普通股 7,189,204

#胡庆丰 5,960,094 人民币普通股 5,960,094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142,769 人民币普通股 5,142,769

沈云弟 4,314,796 人民币普通股 4,314,796

夏燕 3,107,702 人民币普通股 3,107,702

沈枝俏 2,673,907 人民币普通股 2,673,907

冯天 2,66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6,700

#陆苗 2,633,051 人民币普通股 2,633,051

#俞雄华 2,55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阴精力机械有限公司系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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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俞雄华、俞雄伟、胡庆丰、陆苗在报告期内信用证券担保账户持股数量分

别增加75,200股、2,185,500股、4,674,100股、346,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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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或本期 期初或上期 增减幅度%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64,726.13 0.00 会计政策变更

应收票据 11,114.24 8,417.00 32.05% 本期增加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股利 10,718.67 0.00 本期增加北汽模塑应分红款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0.00 47,083.93 -100.00% 会计政策变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318.78 1,630.63 42.20% 本期增加可弥补亏损

应付职工薪酬 5,460.13 8,555.99 -36.18% 上期职工薪酬本期支付

财务费用 4000.06 2616.82 52.86% 本期增加利息费用

其他收益 8.60 486.57 -98.23% 上期获得政府补助收入

投资收益 3848.36 2839.90 35.51 本期北汽模塑增加净利润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8982.09 -49.75 -18,156.22% 本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值

资产处置收益 -1.33 8.06 -116.46% 上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营业外收入 2.91 0.45 541.67% 本期增加赔款收入

营业外支出 5.83 25.50 -77.13% 上期承担国外供应商的税金

所得税费用 2778.59 1307.84 112.46% 本期增加递延所得税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862.38 9,963.76 -178.91%

本期增加应收塑化汽车饰件客户货款及

支付专用装备定制款项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564.36 -30,137.81 48.36% 上期收购道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751.08 8,931.50 42.77% 本期增加银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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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认购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议案》，决定全额认购本次“江苏银行”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苏银转债，债券代码：110053）的原股东优先配售部分，认

购总金额为8660.1万元，共计86.601万张。 2019年4月3日，公司通过二

级市场减持“苏银转债” 86.601万张，减持总金额9425.7772万元，扣除

印花税及相关手续费后所得投资收益约763.79万元。

2、随着明慈医院品牌的逐步建立，医院各项业务逐步增长，第一季

度心脏外科手术48例较去年同期上升33%， 其中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手

术17例（A型15例、B型2例）；经过2年多的磨合，主动脉夹层手术急诊

绿色通道已经运作良好， 无锡同行和普通市民对我院该项技术水平逐

步认可，开始就近转院到明慈接受治疗。心脏内科中心出院438人次，较

上年度同期上升12%，心脏内科手术88例（含冠状动脉造影），较去年

同期上升24%。 糖尿病中心出院187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8%。 消化

病中心已经开始运营，第一季度出院11人次。相信随着医院运营的逐步

成熟，未来将会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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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江阴精力

机械有限

公 司 ; 江

阴模塑集

团有限公

司

业 绩

承 诺

及 补

偿 安

排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盈利补

偿期限为2017年、2018年和2019年， 模塑集团

和精力机械承诺道达饰件2017年、2018年、

2019年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7,500

万元、10,000万元、11,000万元。

2017

年 09

月 05

日

2017 年

1月 1日

-2019

年 12月

31日

目前正常履行中，若

道达饰件在上述年度

经具有证券、 期货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后实际实现的

税后净利润 （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 低于

当年的承诺值， 由模

塑集团和精力机械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江阴模塑

集团有限

公司

股 份

限 售

承诺

在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模

塑集团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在本次交易前持有

的模塑科技的股份，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

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该等股份，也

不由模塑科技回购该等股份。 如该等股份由于

模塑科技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增

加的模塑科技股份同时遵照前述12个月的锁定

期进行锁定。

2018

年 01

月 22

日

2018 年

1月23日

-2019

年1月22

日

已履行完毕。

江阴精力

机械有限

公 司 ; 江

阴模塑集

团有限公

司

股 份

限 售

承诺

1、本公司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模塑科技股份的

锁定期为下述日期中的较晚日期：（1） 自模塑

科技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2）

与模塑科技就本次交易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约定的各项盈利预测补偿均实施完毕之

日。若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模塑科技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交易

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

持有的模塑科技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2018

年 01

月 22

日

2018 年

1月23日

-2021

年7月22

日

正在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江阴模塑

集团有限

公司

股 份

限 售

承诺

模塑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注：由于公司在

并购道达时追加承诺"在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内， 模塑集团将不以任何方式

转让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模塑科技的股份"，因

此模塑集团2015年非公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将

延长至2019年1月22日。

2014

年 05

月 27

日

2015 年

2 月 10

日

-2019

年1月22

日

已履行完毕。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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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0919

江 苏 银

行

209,

342,

492.14

公允价

值计量

298,

503,

396.93

55,

566,

670.08

55,

566,

670.08

354,

070,

067.01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资 产 置

换

境内外

股票

601199

江 南 水

务

32,

709,

455.65

公允价

值计量

171,

417,

389.12

34,

187,

175.92

34,

187,

175.92

205,

604,

565.0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 有 资

金

可转债 110053

苏银 转

债

86,

601,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86,

601,

000.00

86,

601,

0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 有 资

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500,

000.00

--

918,

526.77

67,

093.78

67,

093.78

985,

620.55

-- --

合计

329,

152,

947.79

--

470,

839,

312.82

89,

820,

939.78

0.00

86,

601,

000.00

0.00

89,

820,

939.78

647,

261,

252.6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03年06月24日

2006年09月27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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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是否有意下调转股价

2019年01月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是否会出2018年度业绩预告

2019年01月3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频繁出售江苏银行股票的原因

2019年02月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是否有意下调转股价

2019年02月2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是否有意下调转股价

2019年03月0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海外工厂进展情况

2019年03月2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一季度生产经营情况是否正常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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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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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克波

2019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000700

股票简称：模塑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7

债券代码：

127004

债券简称：模塑转债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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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钱高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志荣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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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49,411,339.72 2,253,989,574.68 2,253,989,574.68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0,658,914.92 1,908,151,264.51 1,908,151,264.51 2.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22,134.60 -55,155,728.87 96,577,863.47 -175.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22,276,513.39 384,411,509.07 384,411,509.07 -4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07,650.41 82,119,580.91 82,119,580.91 -4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012,898.22 71,400,038.24 71,400,038.24 -4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4.35 4.35 减少2.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36 0.50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36 0.5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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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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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00.0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58,816.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757.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492.02

所得税影响额 -471,313.47

合计 2,494,7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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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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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控股有限公司 83,790,000 36.4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620,000 5.05 0 无 国有法人

钱高法 10,956,400 4.7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国耀 9,739,100 4.23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国年 9,739,100 4.23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534,807 2.84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资源垄断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161,180 1.81 0 未知 未知

深圳远致富海七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271,877 1.42 0 未知 未知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浙江浙商转型升级母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71,877 1.42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945,33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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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控股有限公司 83,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790,000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20,000

钱高法 10,95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56,400

钱国耀 9,7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9,739,100

钱国年 9,7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9,739,1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534,807 人民币普通股 6,534,80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4,161,180 人民币普通股 4,161,180

深圳远致富海七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271,877 人民币普通股 3,271,877

建信基金－杭州银行－浙江浙商转型升级母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271,877 人民币普通股 3,271,877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945,336 人民币普通股 2,945,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已知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为：钱高法与钱国年、钱国耀为父子关系，钱国年与钱国耀为兄弟关

系；公司控股股东高发控股为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控制的企业（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分别持有

高发控股36%、32%、32%的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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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484,943,121.92 415,961,653.61 68,981,468.31 16.58

应付职工薪酬 20,909,746.19 49,665,021.98 -28,755,275.79 -57.90

应交税费 1,953,966.22 14,077,562.33 -12,123,596.11 -86.12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22,276,513.39 384,411,509.07 -162,134,995.68 -42.18

销售费用 14,051,907.52 15,810,209.24 -1,758,301.72 -11.12

管理费用 6,395,710.51 8,695,051.82 -2,299,341.31 -26.44

投资收益 858,816.21 10,866,898.55 -10,008,082.34 -92.10

资产减值损失 100,976.93 4,322,722.40 -4,221,745.47 -97.66

所得税费用 6,137,329.37 13,604,607.22 -7,467,277.85 -54.89

说明：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上升16.58%，主要系

本期经营性现金流改善及回收部分到期理财产品所致。

2、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下降57.90%，主

要系上年度年终奖金在本期支付完毕所致。

3、应交税费报告期末余额较上年末余额下降86.12%，主要系

上年度审计调整冲回所得税费用但尚未汇算清缴所致。

4、营业收入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42.18%，主要系

汽车行业负增长导致公司销售下降所致。

5、销售费用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11.12%，主要系

营收下降导致费用相应下降所致。

6、管理费用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26.44%，主要系

营收下降导致费用相应下降所致。

7、投资收益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92.10%，主要系

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较少导致收益减少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数额较上年同期下降97.66%，主要

系上年同期应收帐款增加较多所致。

9、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54.89%，主要

系本期实现利润降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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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8日，公司与童卫明、童林辉等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公司转让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雪利曼电子80%的股权、雪利

曼软件35.55%的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并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2019年4月17日， 交易各方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股权交割

手续，自2019年4月起，雪利曼电子和雪利曼软件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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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高法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