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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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建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一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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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459,385.85 901,087,831.88 1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2,189,994.76 766,255,890.00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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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2,104.30 11,277,424.89 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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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2,732.07 154,649,120.42 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34,104.76 24,520,179.36 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02,340.97 24,107,992.41 7.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3 3.41 减少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9 5.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9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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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0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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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4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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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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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6.78

合计 31,7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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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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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兴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0,326,132 31.63 40,326,132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孙建成 15,970,696 12.52 15,970,69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戚奇凡 3,409,560 2.67 3,409,5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一平 2,972,508 2.33 2,972,508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明德 2,395,580 1.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袁坚峰 2,328,480 1.83 2,328,48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一红 2,202,816 1.73 2,202,816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富青 2,069,760 1.62 2,069,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金通 2,069,760 1.62 2,069,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蒋建根 2,069,760 1.62 2,069,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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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明德 2,395,580 人民币普通股 2,395,580

陈国海 1,847,240 人民币普通股 1,847,240

孟爱明 1,75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5,600

任文峰 1,433,540 人民币普通股 1,433,540

杨煦常 1,263,960 人民币普通股 1,263,960

任心连 1,058,928 人民币普通股 1,058,928

赵军林 831,600 人民币普通股 831,600

骆明海 775,240 人民币普通股 775,240

张桔圃 741,824 人民币普通股 741,824

陶兴华 594,132 人民币普通股 594,1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兴晟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中股东孙建成持有兴晟投资67.81%的股份，股东袁

坚峰持有兴晟投资11.62%的股份，股东冯一平持有兴晟投资10.30%的股份，股东谢高翔持有

兴晟投资5.70%的股份，股东邵波持有兴晟投资4.57%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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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617,431.51 1,104,876.71 -44.12%

主要系本期结构性存款浮动收益测算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9,241,490.98 654,577.08 1311.83%

主要系本期需预付购买设备款的业务

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727,160.81 1,703,817.12 118.75%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在建工程 31,556,874.01 15,085,870.09 109.18% 主要系募投项目研发楼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3,240.07 645,829.09 55.34%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75,230.00 23,081,589.00 -77.58%

主要系并购预付30%并购款达到合并

条件所致

预收款项 1,701,913.26 121,011.00 1306.41%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应交税费 14,138,271.73 3,942,175.14 258.64%

主要系2018年企业年度所得税计提所

致

其他应付款 89,209,036.86 4,914,455.12 1715.24%

主要系尚未到达支付时点的应付未付

股权收购款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2,784,874.18 1,140,615.05 144.16%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财务费用 -417,979.56 -873,783.77 -52.16%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利息收入 432,016.06 886,601.22 -51.27%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36,014.24 1,477,439.12 -50.18%

主要系信用期已到应收账款减少导致资

产减值损失减少

投资收益 2,252,109.59 1,048,472.60 114.80% 主要系到期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87,445.20 345,666.66 -241.02%

主要系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517,016.21 210,617.60 145.48%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44,955.18 1,670,858.87 58.30%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602,104.30 11,277,424.89 82.68%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00,875.95 -10,595,646.18 -70.73% 主要系本期投资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49,970.90 -774,000.71 -351.93% 主要系本期承兑保证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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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12月21日， 公司与欧亚联思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 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7,246.06万元收购瑞敏包装

54.46%股权；

(2)2018年12月21日，公司与郭明亮、朱学志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协议约定公司以人民币7,146.0082万元收购郭明

亮、朱学志持有的欧科创盈100.00%股权；同时约定公司以人民币292万元收购郭明亮持有的瑞明科技2.00%股权；

(3)2018年12月21日，公司与江明聪、Vladimir� Vacariuc、Vitali� Prisacar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协议约定公司以人

民币1,500.00万元收购香港菲涅尔100.00%股权；

(4)2018年12月21日，公司与Vladimir� Vacariuc、Vitali� Prisacar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协议约定公司以200.00万美

元收购美国菲涅尔58.00%股权。

截止2019年3月31日， 公司已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收购欧科创盈100%股权的80%价款，共计人民币5,716.8066万元；

支付收购珠海瑞敏54.46%股权的30%价款，共计人民币2,173.8180万元；支付收购瑞明科技2.00%股权的80%价款，共计

人民币233.60万元；支付收购香港菲涅尔100.00%股权的30%价款，共计人民币450.00万元；支付收购美国菲涅尔58.00%

股权的5%价款，共计1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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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建成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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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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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59,309.52 40,321,431.87 4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17,669.71 -4,958,975.97 1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184,830.71 -6,743,663.94 2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735,904.01 -35,252,633.30 -2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79 59.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79 59.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1.24%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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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286,403.25 588,048,942.25 1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9,138,282.91 428,155,025.82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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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1.82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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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20.97

本期收到30万文化产业专项

扶持专项资金和95万上海市

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上期收到优秀企业奖励6

万和税收补贴47万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3,813.88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44.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0,833.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23.63

合计 1,167,16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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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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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青 境内自然人 23.99% 30,300,000 30,300,000 质押 23,400,000

上海赛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5% 18,251,600 18,251,600

曹传德 境内自然人 7.92% 10,000,000 7,500,000 质押 9,999,900

苏维锋 境内自然人 7.43% 9,388,600 0 质押 9,388,600

夏峰 境内自然人 3.65% 4,611,600 4,611,600 质押 4,611,600

上海普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6% 4,122,700 0

龚磊 境内自然人 1.98% 2,505,100 2,505,100

华澳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澳·臻智74号－

力盛赛车第一

期员工持股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49% 1,877,600 0

徐津 境内自然人 0.81% 1,017,000 0

张国江 境内自然人 0.78% 986,400 73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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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锋 9,388,600 人民币普通股 9,388,600

上海普赛投资有限公司 4,122,7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2,700

曹传德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

臻智74号－力盛赛车第一期员

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7,600

徐津 1,0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000

叶杨军 9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500

邱娇艳 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0

潘冬云 727,700 人民币普通股 727,700

余建妹 6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000

葛佳 5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54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赛赛投资为夏青、余朝旭和夏子共同投资，夏青与余朝旭系夫妇关系，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子系夏青、余朝旭之女；夏青与夏峰系兄弟关系。 除此以外，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邱娇艳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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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或本期)

上期发生额

(或上年同期)

变化幅度

（%）

说明

货币资金

92,953,

750.23

172,893,

871.35

-46.24

主要系本期支付第一、 二笔

TopSpeed股权转让款并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

预付款项

29,210,

549.84

9,731,

113.05

200.18

主要系增量业务流动资金使

用

其他应收款

41,207,

650.52

6,347,

751.79

549.17

主要系合并TopSpeed海关

押金、代收代付款

其他流动资产 9,690,578.32

17,168,

142.11

-43.55

主要系上年未认证增值税发

票本期认证抵扣

在建工程

29,898,

543.76

20,122,

596.88

48.58

主要系天马赛车场改扩建工

程投入

商誉

126,234,

313.83

25,109,

214.45

402.74

主要系合并TopSpeed财务

报表产生

长期待摊费用 4,901,559.91

11,088,

078.64

-55.79

主要系上年部分长期待摊费

用在上年末不满足继续摊销

条件而在上年末一次性转销

其他非流动资产 6,116,460.00

1,526,

460.00

300.70

主要系本期支付第一笔上海

擎速股权转让款尚未合并报

表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6,584,

428.26

53,655,

757.18

-31.82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应付账

款

预收款项 8,460,254.35

4,432,

526.71

90.87 主要系增量业务使用

应交税费 5,483,285.12

17,096,

159.19

-67.93

主要系上期末计提税金本期

完成缴纳

其他应付款

48,759,

201.48

2,700,

570.45

1,705.51

主要系TopSpeed向股东拆

借借入流动资金尚未归还

长期应付款

41,377,

197.14

4,109,

441.81

906.88

主要系 新增尚 未支 付的

TopSpeed股权转让款

少数股东权益

58,279,

370.38

26,689,

208.30

118.36

主要系收购的子公司本期盈

利较多

营业收入

59,859,

309.52

40,321,

431.87

48.46

主要系合并了收购子公司的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51,654,

118.37

36,639,

843.06

40.98

主要系合并了收购子公司的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737,734.38 31,410.72 2,248.67

主要系本期计提土地使用税

及股权转让印花税

财务费用 723,330.54 3,941.04 18,253.80

主要系本期有银行贷款而上

期没有银行贷款

资产减值损失

-1,211,

005.72

1,087,

741.06

-211.33

主要系上年应收账款本期收

回冲回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其他收益 1,250,020.97 540,442.87 131.30

主要系本期收到30万文化产

业专项扶持专项资金和95万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上期收到优秀企业奖励

6万和税收补贴47万

投资收益 333,813.88

1,241,

623.61

-73.11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8,171.82 362,715.36 -102.25

主要系上期处置较多固定资

产

营业外收入 371.48 204,756.11 -99.82

主要系上期取得经济赔偿所

致

营业外支出 4,016.36 68.46 5,766.73

主要系本期发生4000元慈

善捐款支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5,735,

904.01

-35,252,

633.30

29.74

主要系增量业务流动资金使

用及支付上年应付账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2,735,

021.69

6,973,

870.01

-1,429.75

主要系本期支付第一、 二笔

TopSpeed股权转让款及第

一笔上海擎速股权转让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06,

970.23

- -100.00

主要系本期向新增银行贷款

和回购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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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收购上海擎速赛事策划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2019年03月12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21）

关于收购TOP�SPEED� (SHANGHAI)�

LIMITED�51%股权完成交割的公告

2019年01月31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12）

关于公司董事离职的公告 2019年01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09）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2019年01月12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预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并于2019年2月1日披露了《关于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2019年2月12日、2019年3月5日、2019年4月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

关公告。

截至2019年4月2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

股份34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12%，最高成交价为16.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71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997,5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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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夏青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赛车 公告编号：

2019-036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6日在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2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

决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3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其中董事余朝旭、曹传德、顾国强、顾晓

江、裴永乐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青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

格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报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总经理夏青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拟聘任陈平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财务负责

人辞职及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赛车 公告编号：

2019-038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

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财务负责人汪

红霞女士的书面辞职申请。 因个人原因，汪红霞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辞职

后将继续担任公司财务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汪红霞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

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汪红霞女士在公司任职财务负责人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陈平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财务负责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

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陈平先生简历

陈平先生：1977年生，本科学历，2000年3月至2001年12月，任上海海派食品有限公司

会计，2002年1月至2005年12月任上海瑞化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6年1月至

2009年8月任上海镭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任华生塑胶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10年9月至2013年3月任山姆源（广州）营养品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2013年4月至2017年6月任百利高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7年12月

至今，任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陈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 陈平先生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经查询核实，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公司代码：

603956

公司简称：威派格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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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 公司负责人李纪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郝超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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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912,423.35 1,061,305,539.53 1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8,997,883.19 839,264,605.0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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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71,904.29 -61,831,257.26 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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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96,027.75 64,829,127.48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65,421.81 -27,297,563.01 1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123,638.30 -26,655,390.08 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3.8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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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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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5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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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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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56.61

合计 658,2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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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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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纪玺 248,577,000 58.36 248,577,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1,050,000 7.29 31,05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孙海玲 25,875,000 6.07 25,87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660,000 2.27 9,66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平潭王狮盈科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600,000 2.25 9,6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丰北汇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9,597,000 2.25 9,597,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学峰 6,900,000 1.62 6,9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书坤 6,900,000 1.62 6,9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威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900,000 1.62 6,9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368,000 1.49 6,368,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平潭盈科盛隆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368,000 1.49 6,368,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368,000 1.49 6,368,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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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素珍 521,800 人民币普通股 521,800

吴昌 484,100 人民币普通股 484,100

蔡剑彧 268,374 人民币普通股 268,374

黄文坚 26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100

王建良 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

杜贵华 1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

李红琼 11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500

郭海洲 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

李伟 1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000

黄盛琦 106,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李纪玺与孙海玲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李书坤系李纪玺之

父，上海威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威罡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李纪玺控制的企业。

2、平潭王狮盈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

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盈科盛通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及平潭盈科盛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

为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企业，系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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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91,081,222.64 225,664,691.92 73.30

主要系公司2019年2月上市募集资金

到账所致

预付款项 9,796,964.72 3,061,075.34 220.05

主要系为在手订单及预期订单做准

备，预付供应商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52,793,592.76 36,488,276.76 44.69

主要系按照合同条款预收的相关款项

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3,239,846.47 23,159,411.34 -42.83 主要系待转销项税减少所致

资本公积 300,285,191.17 138,682,591.17 116.53

主要系公司2019年2月上市募集资金

部分转入资本公积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13,137,931.77 8,714,102.72 50.77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913,943.11 702,781.26 -230.05

主要系公司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872,933.27 597,122.48 548.60

主要系公司软件产品退税返还增加

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271,904.29 -61,831,257.26 -33.25

主要系2019年第一季度客户回

款情况相对较好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154,935.64 -11,141,567.34 -35.78

主要系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4,204,791.46 -2,062,629.42 -10485.04

主要系公司2019年2月上市募集

资金到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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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纪玺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