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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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方利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张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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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112,600.77 1,647,826,912.37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37,893,928.23 842,440,011.44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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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41,400.89 21,255,958.71 -3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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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28,576.61 137,813,948.95 -1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46,083.21 13,783,692.39 -13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513,680.93 12,427,306.03 -152.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4 1.71 减少2.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7 -128.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7 -1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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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2,14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22,680.85

所得税影响额 -347,223.13

合计 1,967,5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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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01,019,518.47 366,028,629.70 -17.76%

主要系报告期内工程款收回相对较多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30,000,000.00 18,000,000.00 66.67% 主要系对项目公司资本金投资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859,234.07 9,804,649.40 -40.24% 主要系部分奖金计提和发放所致。

长期借款 102,548,059.38 40,000,000.00 156.37% 主要系项目公司贷款落地增加所致

利润表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9,873,814.79 7,326,205.99 34.77%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1,515,956.57 15,405,007.33 39.67%

主要系本期业务布局和未来发展需要，

引进优秀人才导致人工成本增加，及收

购建筑设计院、旅游规划设计院、设计院

扩建，导致设计集团的管理成本增加。

财务费用 5,036,716.01 1,538,886.26 227.30% 主要系报告期内贷款增加所致。

净利润 -4,546,083.21 13,783,692.39 -132.98%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及国内金融 “去杠

杆” 的宏观背景下，公司在获取订单时

采用审慎的经营策略，不一味追求业务

规模； 及公司在手的 PPP项目贷款落地

周期延长，导致PPP项目施工进度减缓，

使报告期内实现的施工产值低于预期；

同时，由于业务布局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期间费用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增长。

现金流量表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641,400.89 21,255,958.71 -385.2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采购款项及支付薪

酬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176,257.38 -73,023,927.12 119.41% 主要系报告期内到期理财收回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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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方利强

日期 201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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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银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传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毛开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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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2,460,808.94 5,139,179,749.45 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475,295,990.71 3,319,445,474.44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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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66,620.64 118,680,843.94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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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992,529.23 861,274,421.39 4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1,040,006.51 149,467,400.17 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6,804,551.46 143,431,796.69 -18.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76% 4.68% 增加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9 0.36 8.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9 0.36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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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8.4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3,467,1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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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9,1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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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8,7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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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75,3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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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0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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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70

所得税影响额 -8,702,215.26

合计 44,235,4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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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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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舟山岱美投资有限公司 225,306,917 54.91 225,306,91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姜银台 60,793,766 14.82 59,837,266 无 境外自然人

姜明 36,763,760 8.96 36,763,76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715,480 2.12% 8,715,48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谢宏康 8,494,335 2.07 无 境内自然人

李雪权 6,400,736 1.56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邻山1号

远望基金

3,500,000 0.8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朱才友 2,153,490 0.52 无 境内自然人

叶春雷 1,845,875 0.45 1,845,875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8C－CT001沪

1,178,056 0.29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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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8,715,480 人民币普通股 8,715,480

谢宏康 8,494,335 人民币普通股 8,494,335

李雪权 6,400,736 人民币普通股 6,400,736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

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朱才友 2,153,490 人民币普通股 2,153,49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08C－CT001沪

1,178,056 人民币普通股 1,178,056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兴享进取

弘尚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98,355 人民币普通股 1,098,3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动力组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00,473 人民币普通股 1,000,473

姜银台 9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956,500

毛惠英 925,675 人民币普通股 925,6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姜银台与姜明、姜英系父子、父女关系，叶春雷与姜英系夫妻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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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841,855,485.34 597,911,898.99 40.80%

主要系公司的货款回收情况良好， 回收货

款增加了银行存款， 以及公司根据经营需

要，增加了银行借款，借款资金尚未全部使

用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9,085,097.85 100.00%

系期末美元兑人民币的远期汇率较公司部

分锁汇汇率低， 导致公司部分远期锁汇业

务产生浮盈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531,517.16 5,166,721.52 336.09%

主要系支付采购设备的款项， 期末余额增

加系尚未到货安装的金额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887,320,895.25 697,988,422.04 27.13%

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根据资金需求增加

了银行借款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2,496,174.79 18,357,823.00 -86.40%

系期末美元兑人民币的远期汇率较公司部

分锁汇汇率低， 导致公司部分远期锁汇业

务产生浮盈， 浮盈的金额列示为衍生金融

资产所致。

预收款项 4,133,483.69 2,333,496.46 77.14%

系公司收到的预收货款， 期末余额增加系

尚未发货结算的金额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571,094.10 3,317,332.85 -82.78%

系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分期归还，

借款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说明

营业总收入

1,246,992,

529.23

861,274,421.39 44.78%

主要系公司2018年新收购了MOTUS公司， 新收购公

司的收入于2018年下半年开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而

2019年第一季新收购公司的收入已经纳入合并报表，

使得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3亿多元， 以及公司近年来

取得的订单稳步增长，订单项目量产后，相应带动了

收入的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874,489,779.50 544,638,601.06 60.56%

主要系公司收入的增加，使得相应的成本增加；以及

新收购公司的毛利率有所变化，及人工成本和费用有

所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6,344,174.82 1,978,551.17 220.65%

主要系子公司流转税缴纳的税金及附加税增加，以及

新收购境外公司的附加税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销售费用 87,307,085.40 51,129,894.50 70.76%

主要系产品销售过程中运输费、关税增加，以及新收

购境外公司的费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管理费用 68,544,787.25 46,821,526.37 46.40%

主要系新收购境外公司的费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

致。

财务费用 27,634,713.17 20,933,927.04 32.01%

主要系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增加了银行借款，借款

利息增加；以及汇率的波动，产生的汇兑损益影响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759,396.38 -761,129.18

-199.

77%

主要系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本期计提的存货减值损

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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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银台

日期 2019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

603730

股票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0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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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的书面通知于2019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8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9名，会议由副董事长姜明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603730

股票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1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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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的书面通知于2019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8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李雪权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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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李祖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亚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费丽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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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642，130.95 464，072，980.00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6，355，294.51 58，230，125.8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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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50，738.27 34，276，082.11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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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08，330.55 90，371，921.11 -1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74，831.33 20，276，443.2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04，521.97 -2，295，818.2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27 26.2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1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1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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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7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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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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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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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429，6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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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长城影视

文化企业

集团有限

公司

33,181,

813

27.25 0 冻结 30,181,813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青岛汇隆

华泽投资

有限公司

26,799,

460

22.01 0 无 0 国有法人

杭州岳殿

润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 （有限

合伙）

4,000,

000

3.28 0 无 0 其他

杨丹

2,879,

110

2.36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谢晴

2,613,

800

2.1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王征宇

2,192,

400

1.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王远燕

1,996,

327

1.6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MOR-

GAN�

STAN-

LEY� ＆

CO. �

INTER-

NA-

TIONAL�

PLC.

1,864,

013

1.53 0 无 0 境外法人

黄静

1,422,

000

1.1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赵镜

1,304,

978

1.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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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33,181,813 人民币普通股 33,181,813

青岛汇隆华泽投资有

限公司

26,799,460 人民币普通股 26,799,460

杭州岳殿润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杨丹 2,879,110 人民币普通股 2,879,110

谢晴 2,613,8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3,800

王征宇 2,19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2,400

王远燕 1,996,327 人民币普通股 1,996,327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

PLC.

1,864,013 人民币普通股 1,864,013

黄静 1,4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2,000

赵镜 1,304,978 人民币普通股 1,304,9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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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5，214，616.16 86，805，133.47

-21590517.

31

-24.87

主要是各类改造工程款、采

购款及还银行贷款的支付导

致

应收票据及 应

收账款

72，805，398.80 56，917，601.84 15887796.96 27.91

其中：应收票据 1，472，348.40 4，631，919.46 -3159571.06 -68.21

主要是应收票据支付货款导

致。

应收账款 71，333，050.40 52，285，682.38 19047368.02 36.43

主要是子公司黄山薄荷增加

1796万元导致。

预付款项 4，693，857.33 1，705，365.75 2988491.58 175.24

主要是母公司及子公司三慎

泰门诊预付的采购款共219

万导致。

其他应收款 1，524，337.40 766，018.48 758318.92 98.99

主要是公司支付的款项，发

票未到位导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97，550.58 2，270，986.10 -473435.52 -20.85 本期留抵税额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及 应

付账款

67，347，525.62 51，862，195.37 15485330.25 29.86

主要是子公司黄山薄荷增加

1938万元原材料采购所致。

预收款项 6，729，121.22 9，993，388.70 -3264267.48 -32.66

主要是年底预收货款在本报

告期内确认了收入， 母公司

减少188万元，子公司黄山薄

荷减少271万所致。

应交税费 4，174，613.66 6，123，527.77 -1948914.11 -31.83

本期收入较上年12月底减

少， 使增值等各项税费也相

应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3，000，000.00

-33000000.

00

-100.00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减少

银行贷款3300万元导致。

长期借款 13，000，000.00 6，500，000.00 6500000.00 100.00

主要是在本报告期内黄山薄

荷增加银行贷款650万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

营业收入 75，708，330.55 90，371，921.11

-14663590.

56

-16.23

主要是子公司黄山薄荷在本

报告期内减少收入1873万元

所致。

营业成本 43，685，998.91 60，522，055.00

-16836056.

09

-27.82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销售收入

减少相应营业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920，903.36 1，072，490.21 -151586.85 -14.13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销售收入

减少相应各类税费也相应减

少。

销售费用 21，254，664.82 15，214，916.55 6039748.27 39.70

主要是由于国家医药政策的

改革， 公司为适应改革方向

和公司营销管理之需要，部

分产品价格做了调整， 销售

业务底价不变导致计提销售

费的增加

管理费用 10，089，121.19 13，051，816.33 -2962695.14 -22.70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三

慎泰门诊减少开支238万元

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40，750.64 37，377，498.94

-35836748.

30

-95.88

主要是去年银川公司收到金

额较大的补助， 而今年没有

大额补助入账。

营业外支出 111，060.00 21，680.51 89379.49 412.26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母公司开

支了各类赔款，增加11.11万

元.

所得税费用 144，279.74 892，913.23 -748633.49 -83.84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黄

山薄荷同比减少69万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750，738.27 34，276，082.11 4474656.16 13.05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同比去年减少

1346万元， 但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同比去年减少1794万元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2，586.70 8，198，076.72 -9130663.42 -111.38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

到的现金流入同比减少895

万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9，559，194.87 -6，061，952.31

-53497242.

56

-882.51

主要是本报告期筹资活动现

金流入同比去年减少9414万

元， 而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同

比去年只减少4064万元导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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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云南勐腊基地投资战略规划事项

根据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本公司出资1，400万元与长城集团等三家投资机构筹建西双版纳长城

大健康产业园有限公司， 持投比例占注册资本的9.33%， 资金来源自筹。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临

2016-110）。 2017年1月4日，西双版纳长城大健康产业园有限公司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 截至本报告日，本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2）临安厂区拆迁事项

杭州市临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征收部门）、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锦城街道办事处（征收实施

单位） 拟征收本公司临安制药中心的房地产 （建筑面积23，705.66平方米， 工业用途土地面积38，

238.70平方米）、附属物、室内装饰及绿化等，补偿总金额210，918，492.00元。由于临安制药中心是本公

司三大生产企业之一，拆迁对公司后续生产经营将产生重大影响，该拆迁事项尚未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厂区搬迁方案的制定和优化，并与临安区政府洽谈新厂区选址等事宜，同时加大产

品生产计划、增加产品库存，并启动了产品委托生产报批的相关工作，采取多种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搬

迁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3）产品一致性评价事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的要求，本公司主要产

品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属于需开展临床有效性试验的品种，需在2021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如不

能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则该产品不予再注册，即不能继续生产和销售该产品。2018年5月，与杭

州百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一致性评价》技术开发合，目前已完成

《实验室工艺确认报告》、《中试工艺确认报告》，已于2019年4月4日取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BE备

案（备案编号：B201900095-01）。 公司将按一致性评价工作计划、积极推进后续各项工作，争取2019

年底前取得产品补充注册批件。 一致性评价进度对目前生产销售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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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7.48万元，经初步预测，本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

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主要原因是，本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非经常性收益同比大幅减少。具体

亏损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无法准确预测，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名称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祖岳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32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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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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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19年第一季

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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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药品 62,084,933.69 36,656,122.45 40.96 -12.48 -27.07 11.81

保 健 品 1,709,955.88 979,322.81 42.73 -65.33 -67.06 3.01

其他 11,913,440.98 6,050,553.65 49.21 -17.80 -16.97 -0.51

合计 75,708,330.55 43,685,998.91 42.30 -16.22 -27.82 9.27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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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目滴眼液 2,900,008.97 796,385.40 72.54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钾片

19,973,771.02 2,741,549.98 86.27 113.70 119.74 -0.38

复方鲜竹沥 1,262,275.66 996,668.79 21.04 18.15 -10.40 25.16

金匮肾气丸 638,134.51 1,081,401.92 -69.46 -31.76 -31.21 -1.35

百合固金 414,227.75 396,917.50 4.18 66.27 24.61 32.03

铁皮枫斗 999,350.42 742,795.18 25.67 -21.57 -21.88 0.30

六 味 地 黄 口 服 液

（无糖）

689,942.98 797,684.73 -15.62 -36.35 -25.85 -16.37

薄荷脑 25,644,489.98 24,064,627.04 6.16 -36.58 -29.43 -9.51

薄荷素油 3,273,969.80 3,220,577.93 1.63 -54.62 -57.09 5.66

河车大造胶囊 5,999,371.81 1,582,225.00 73.63 -42.44 -42.02 -0.19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华东地区 44,520,575.22 -26.12

华北地区 3,531,509.88 -18.77

华南地区 4,531,753.21 -59.24

西北地区 4,434,796.00 146.39

东北地区 1,715,736.13 0.79

西南地区 9,276,586.62 53.10

中南地区 7,697,373.49 51.59

合计 75,708,330.55 -16.22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以上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

经营概况之用，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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