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1

■ 2019年4月29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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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义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陆红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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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0,395,658.60 10,356,396,756.51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922,403,053.83 6,684,146,929.9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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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499,115.62 -461,091,864.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06,823,440.68 2,174,931,942.87 -2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8,256,123.89 178,875,250.34 3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2,494,298.81 182,123,194.94 2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0 2.9 上升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0 0.15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0 0.15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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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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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5,4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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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5,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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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1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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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7,1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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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4.46

所得税影响额 34,026.58

合计 15,761,8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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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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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684,996,237 56.44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29,762,100 2.45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464,536 1.77 无 其他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0,298,534 0.85 无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三

组合

7,593,393 0.63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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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7,333 0.51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5,535,600 0.46 无 其他

邵军 4,900,200 0.40 无 其他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4,136,000 0.34 无 其他

袁克平 4,055,6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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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684,996,237 人民币普通股 684,996,23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9,76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62,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464,536 人民币普通股 21,464,536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98,534 人民币普通股 10,298,53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三组合 7,593,393 人民币普通股 7,59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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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7,333 人民币普通股 6,187,333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5,535,600 人民币普通股 5,535,600

邵军 4,9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200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4,1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6,000

袁克平 4,055,6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5,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有资料表明以上股东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数量不含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未到期归还部分（2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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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及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1,285,488.00 -100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

变化导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7,804,974.00 不适用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

变化导致

应收票据 442,497,928.00 660,720,772.00 -33

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托

收以及到期收回

应收账款 1,302,431,120.00 808,774,895.00 61

主要系教材教辅款尚未

收回及经营扩大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5,000,000.00 -100

主要系委托贷款到期收

回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37,723,074.09 -100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

变化导致

长期股权投资 198,112,371.00 92,310,838.00 115 主要系对外投资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073,633.18 不适用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

变化导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71,635,115.86 不适用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

变化导致

长期应付款 676,442.00 1,086,621.00 -38

主要系融资租赁业务摊

销而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4,868,097.24 3,047,397.24 60

主要系股票价格上涨所

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及说明

营业成本 1,114,727,112.57 1,748,975,967.90 -36

主要系大宗贸易收入下

降所致

财务费用 -887,366.21 1,354,383.51 -166

主要系本期贴现费用减

少

投资收益 51,056,528.00 36,318,167.00 41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505,161.00 4,584.00 316,330

主要系新金融工具准则

变化导致

其他收益 3,598,041.58 541,900.00 564

主要系按项目进度确认

的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收入 4,407,360.54 2,097,083.77 110

主要系按项目进度确认

的政府补助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及说明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56,265,559.00 39,197,917.00 44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增

加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1,176.80 747,450.00 -99

主要系本期长期资产处

置减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400,000,000.00 300,000,000.00 33

主要系本期理财到期收

回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1,000,000.00 32,000,000.00 247

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增

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40,000.00 10,000,000.00 -96

主要系本期新增借款减

少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366,707.88 150,075.01 144

主要系本期借款费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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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义国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757

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编号：临

2019-024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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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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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第十三号—新闻出版》的相关规定，现将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码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2018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长率

（%）

2018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长率

（%）

2018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长率

（%）

2018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增长

出版业

务

78,652 87,034 11 29,404 36,634 25 18,837 23,546 25 35.9 35.7 -0.2

发行业

务

132,427 149,630 13 82,229 91,314 11 56,618 61,403 8 31.1 32.8 1.7

物资销

售业务

— — — 115,355 48,759 -58 113,740 47,477 -58 1.4 2.6 1.2

备注：1.上述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未含分部间抵销数，仅供各位投资者参考。 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

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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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文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浩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娟娥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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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324,115.08 1,365,589,054.77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94,634,285.93 970,508,785.3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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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407.28 7,765,221.26 -1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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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892,512.58 177,683,907.06 4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218,390.14 18,496,734.87 3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907,548.59 18,313,103.95 1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 2.03% 增加0.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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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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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6,202.4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5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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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1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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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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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32.05

所得税影响额 -432,290.33

合计 2,310,8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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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率 原因

货币资金 286,141,330.88 212,699,156.45 34.53%

主要系公司银行短期理财产

品赎回所致

预付款项 20,297,332.31 14,772,082.87 37.40%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宏亿电子

和明益电子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8,259,998.82 12,198,961.86 -32.29%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运输费

余额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92,889.55

主要系印度子公司财务报表

折算差额所致

3.1.2�利润表相关科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比率 原因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营业收入 250,892,512.58 177,683,907.06 40.20%

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及本期

LED灯泡散热器销量增长所

致

营业成本 193,001,611.29 137,456,326.34 40.41%

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及本期

销售规模变动相应成本结转

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9,057,751.50 4,033,477.63 124.56% 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研发费用 11,738,329.47 8,346,321.17 40.64%

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及本期

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929,467.22 1,162,631.52 65.96%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宏亿电子

和明益电子利息支出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579,399.82 -95,734.92 705.21%

主要系应收款坏账准备和存

货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30,632.03 183,488.22 80.19%

主要系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分摊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09,136.98 105,982.19 380.40%

主要系公司银行短期理财产

品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28,308,233.83 21,193,183.96 33.57%

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及本期

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45,096.45 34.58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利润总额 30,186,689.61 21,121,619.16 42.92%

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及本期

销售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50,730.56 2,624,884.29 80.99%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所得税费

用增加所致

净利润 25,435,959.05 18,496,734.87 37.52%

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及本期

销售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217,568.91

主要系收购宏亿电子和明益

电子多数股权合并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24,218,390.14 18,496,734.87 30.93%

主要系合并范围变动及本期

销售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比率 原因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39,407.28 7,765,221.26

主要系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465,872.66 -10,167,566.71

主要系投资短期银行理财的

现金赎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5,560.98 -5,350,906.25

主要系支付上市中介费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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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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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文健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685

证券简称：晨丰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19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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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6日，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杏花路4号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有关会议的通知，公司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现场送达方式

送达。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若飞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

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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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司法》” ）、《浙江晨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与会监事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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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685

证券简称：晨丰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0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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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4月26日，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杏花路4号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有关会议的通知，公司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现场

送达及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何文健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

式出席会议的人数为1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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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司法》”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全文于2019年4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供投资者查阅。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22）。

特此公告。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685

证券简称：晨丰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2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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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按照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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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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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公司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存在实质性影响。

一、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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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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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表决情况

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董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中的规定进

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包括：

1、减少金融资产类别，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 。 即公司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

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

当期损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涉及对前期比较财务报表列报数据的追溯调整，因此，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2018年及以前年度的相关财务指标产生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 公

司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执行上述新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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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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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符合公司

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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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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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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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若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治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

治亚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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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90,452.72 93,716,364.06 -1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79,132.96 12,082,034.06 -2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07,387.93 5,994,416.74 -48.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23,419.01 35,405,808.15 -116.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1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1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0.1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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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2,237,917.76 8,199,734,816.68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02,539,362.31 7,593,960,229.3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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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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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4,746.3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49,205.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830.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3,375.79

合计 5,471,74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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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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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达孜映邦

实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60% 917,952,313 917,952,313 质押 867,350,865

达孜县鹏欣环

球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30% 178,821,878 178,821,878 质押 178,821,000

桐庐岩嵩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79% 167,854,136 167,854,136 质押 167,854,090

西藏达孜巨力

华兴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3% 95,371,668 95,371,668 质押 95,200,000

俞龙生 境内自然人 4.33% 93,205,361 0

北京天汇强阳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5% 76,535,763 76,535,763 质押 56,727,000

郑玉英 境内自然人 3.42% 73,697,265 0

西藏达孜顺宇

居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2% 71,528,751 71,528,751 质押 71,528,751

深圳光启空间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2% 71,528,751 71,528,751 质押 71,528,751

西藏达孜盈协

丰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8% 55,553,996 55,553,996 质押 47,63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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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龙生 93,205,361 人民币普通股 93,205,361

郑玉英 73,697,265 人民币普通股 73,697,265

姜照柏 44,0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10,500

姜雷 23,032,379 人民币普通股 23,032,379

俞旻贝 18,857,830 人民币普通股 18,857,830

#石庭波 9,496,482 人民币普通股 9,496,482

#石健均 2,909,060 人民币普通股 2,909,0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88,636 人民币普通股 2,388,636

#金燕 2,100,06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6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1,653,204 人民币普通股 1,653,2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10大股东中西藏达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为

同一实际控制人关系，俞龙生与郑玉英为夫妻关系。 俞旻贝为俞龙生、郑玉英之女，姜

照柏与姜雷为兄弟关系，姜照柏是达孜县鹏欣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石庭波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663,

552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32,93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9,496,482

股。 石健均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

871,06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8,0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909,

060股。金燕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

100,06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2,100,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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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15,644,

094.87

814,911,329.31 -98.08% 主要系公司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7,082,

040.12

26,740,787.13 38.67%

主要系光启超材料银星厂房装修于本期验收并计

入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425,191.80 15,872,952.71 66.48% 主要系预付土地保证金

短期借款 63,257,598.26 3,257,598.26 1841.85% 系本期较期初银行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890,618.18 9,808,040.56 -50.14% 主要系前期税费实际缴纳所致

其他应付款 3,604,691.12 5,586,742.09 -35.48%

主要系期初按照权责发生制预提的费用本期支付

所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17,300,

977.04

12,748,904.70 35.71%

主要系较上年同期本报告期内公司超材料业务研

发投入有所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934,055.83 -2,062,797.88 145.28%

主要系由于受期末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余额及

账龄的影响

投资收益 1,549,205.23 6,681,591.51 -76.81% 较上年同期理财收益减少

所得税费用 2,898,726.29 8,189,059.65 -64.60% 主要系受本期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

3.现金流量表变动原因说明: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923,419.01元，减幅为116.73%，主要系较

上年同期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949,538,586.98元，增幅为1595.65%，主要

系期初受限资金本期赎回所致。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7,270,453.43元，减幅为42.85%，主要系较

上年同期本期融入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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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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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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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

4月19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18年4月26日上午10时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三层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

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由董事长刘若鹏博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

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 ：

2019-040）同时登载于2019年4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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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4

月19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11时在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三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

实际出席监事3名，由监事会主席周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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