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53

■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1968

公司简称：宝钢包装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98

公司简称：邦宝益智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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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爱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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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0,906,755.26 5,592,868,879.17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59,597,522.43 2,049,059,427.57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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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24,591.76 -101,729,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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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896,186.80 1,153,089,007.99 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34,513.34 -2,629,9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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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7,998.26 -4,491,890.6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6% -0.1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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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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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5,669.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75,266.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6,286.49

所得税影响额 -998,133.79

合计 2,966,5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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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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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470,368,593 56.44 0 无 0 国有法人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9,198,718 2.30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12,499,997 1.50 0 无 0 国有法人

宝钢集团南通线材制品有限

公司

9,599,359 1.1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天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74,700 1.00 0 无 0 其他

朱淑杰 5,079,000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836,343 0.34 0 无 0 其他

法国兴业银行 2,668,200 0.32 0 无 0 其他

杨志杰 2,315,900 0.28 0 未知 2,315,90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弘云端生活优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2,1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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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470,368,593 人民币普通股 470,368,593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9,198,718 人民币普通股 19,198,71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12,499,997 人民币普通股 12,499,997

宝钢集团南通线材制品有限公司 9,599,359 人民币普通股 9,599,359

中国工商银行－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74,700 人民币普通股 8,374,700

朱淑杰 5,0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79,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消费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836,343 人民币普通股 2,836,343

法国兴业银行 2,668,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8,200

杨志杰 2,315,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5,9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云端生活优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宝钢集团南通线材制品有限公司为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宝

钢金属有限公司与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同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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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受益于运营改善，效率提升；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营运周期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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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清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968

证券简称： 宝钢包装 公告编号：

2019-019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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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包装”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下

午14:00时在上海市同济路333号5号楼101会议室，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邮件方式提交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外部董事章苏阳先生、独立董事李申初先生、独

立董事颜延先生和独立董事韩秀超先生使用通讯形式参加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召开及会

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各位与会董事讨论，审议并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一季度报告》。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2017年，财政部修订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准则。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宝钢包装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公告号2019-021）。

特此公告。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968

证券简称： 宝钢包装 公告编号：

2019-020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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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在上海市同济路333号5号楼101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19年4月19日通过邮件方式提交全体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一季度报告》。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准则。

特此公告。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968

证券简称： 宝钢包装 公告编号：

2019-021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分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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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包装”或“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宝钢包装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设立分公司 （具体分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分公司的有关设立事宜。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一、拟设立分公司基本情况

1.拟设分支机构名称：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迁安印铁分公司

2.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营业场所：河北省迁安市；

4.经营范围：各类材质包装制品设计、加工、销售；各种材质包装材料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

或限制进出口货物或技术）；包装装潢印刷；在包装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5.分支机构负责人：尚待公司内部审议通过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各项基本信息以注册地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二、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

止的风险。 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授权事项

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分公司的有关设立事宜。 包括不限于负责签署和申报与本次设立分公司有关的工商和法

律文件，并办理本次设立分公司相关的申报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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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吴锭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吟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吟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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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551,151.59 993,606,780.19 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99,161,820.53 675,868,436.2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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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947.46 -3,159,720.42 1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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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06,762.61 68,321,321.81 10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3,752,295.08 6,710,144.03 25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606,317.57 5,696,596.82 261.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45 1.07 增加2.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2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3 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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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8,8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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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700.00 对外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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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172.50

合计 3,145,9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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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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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公司 61,748,923 29.03 0 质押 51,94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邦领国际有限公司 60,250,963 28.32 0 质押 36,550,000 境外法人

汕头市中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356,200 8.16 0 质押 16,69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郑泳麟 7,422,435 3.49 0 无 境内自然人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3,960,000 1.8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州美富企业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3,168,000 1.4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揭阳市四方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1,300,800 0.61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汕头市南信投资有限公司 1,040,300 0.4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锦旗 955,866 0.45 0 无 境内自然人

蔡伟娜 924,900 0.43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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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公司 61,748,923 人民币普通股 61,748,923

邦领国际有限公司 60,250,963 人民币普通股 60,250,963

汕头市中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3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56,200

郑泳麟 7,422,435 人民币普通股 7,422,435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3,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0,000

广州美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1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68,000

揭阳市四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3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800

汕头市南信投资有限公司 1,04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300

张锦旗 955,866 人民币普通股 955,866

蔡伟娜 924,900 人民币普通股 92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邦领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东吴锭辉、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

公司的股东：吴锭延、吴玉娜、吴玉霞，以上四人是一致

行动人关系。

②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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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25,481,350.05 95,824,912.36 30.95%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增长应收

账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8,134,520.10 10,898,066.84 66.4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外购商品定制

增加所致

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营业总收入 140,406,762.61 68,321,321.81 105.51%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

所致

营业成本 91,720,552.48 47,509,585.66 93.06%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

所致

税金及附加 1,194,848.06 634,636.39 88.27%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

所致

销售费用 11,044,600.59 4,006,709.48 175.65%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

所致

研发费用 3,705,010.65 2,588,734.61 43.12%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

所致

财务费用 866,835.79 -528,612.87 增加263.98%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短期借款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929,049.18 75,140.96 1136.41%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4,068,850.01 - —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贴

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 1,142,659.6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

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 -27,821.12 -1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涉及资金收付

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 77,570.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贴核算

科目变动所致

营业外支出 367,700.00 - —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外捐赠支出

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271,515.91 1,014,540.99 321.03%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

所致

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72,947.46 -3,159,720.42 -187.76%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回款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38,974.16 -55,998,446.99 -98.50%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

减少及理财产品购买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36,952.71 - —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银行借款

利息及支付股份回购款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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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3日、2018年6月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为收购广东美奇林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美奇林” ） 100� %股权项目以及塑胶类教具玩具智能化生产技术改造项目。

2018年12月22日，公司发布了《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8-104）。 公司于2018�年 12�月 14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申请文

件，并于2018年12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82067）。

2019年1月24日，公司发布了《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7）。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19�年 1�月 18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067�号】，该通知书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天

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2019年1月31日，公司发布了《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9）。 鉴于反馈意见中有关事项尚需进一步配合与落实，公司预计反

馈意见的落实工作无法在 30�天内完成。 为切实、稳妥地做好反馈意见回复工作，经与各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延期至不迟于 2019年 3�月 18�日回复。

2019年2月28日， 公司披露了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11）及相关回复的内容，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2019年4月24日，针对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意见，公司修订了反馈意见回复的相关内容，并披露了《广东邦宝益智玩具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1）及回复的修

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

项的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8�年 11�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回购注销离职员工黄文渲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0,500�股，回购价格为 10.982元/股。 2019年3月14日，公司完成了该部分股票的回购注销，并

发布了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4）。

2019年4月18日， 公司发布了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8），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2018�年 12�月 20�日、2019�年 1�月 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实施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终止实施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对 71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1,032,500� 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三）设立全资子公司

2018年11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 500�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拟开展积木建构、机器人创客等多元化的创客教育服务。

2019年1月15日，公司完成了全资子公司汕头市金平区邦宝创客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

2019年1月17日发布了《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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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8月完成了收购美奇林的重大资产重组，美奇林为全国性玩具运营商，拥有成熟的国内销售渠道。 随着

公司将美奇林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加之与美奇林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日益凸显，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将有所增长。 此处涉及业绩预测的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对

此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公司名称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锭辉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398

证券简称：邦宝益智 公告编号：

2019-032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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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召开前十天以专人送达、邮件、短信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5�人，4�名董事以现场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1�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会议有效

表决票为 5�票，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锭辉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信息。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出产生实质重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信息。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398

证券简称：邦宝益智 公告编号：

2019-033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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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下午在公司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召开前十天以专人送达、邮件、短信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

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卫忠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有关规定，对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

审核，一致认为：

1、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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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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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监事会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信息。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公司全体监事审议后一致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的调整，

会议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信息。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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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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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

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

2019年4月29日，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决定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

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执行财政部上述文件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出产生重大的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以及影响

（一）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上述要求，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编制

2019�年 1�月 1�日以后的公司财务报表，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

产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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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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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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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根据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执行财政部上述文件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出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和监事会的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出产生实质重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符合国家关于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的调整，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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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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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6日（周一）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网址为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一、说明会类型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2018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

况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充分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说明会定于2019年5月6日(周一)下午 15:00－16: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网络平台（http:

//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进行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欣明先生、财务总监李吟珍女士将参加本次说明会，对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相关事宜予以说明，并回答投资者提出的问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本次说明会召开前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方式预先提出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2、投资者可在2019年5月6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http://sns.

sseinfo.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史望

电话：0754-88118320

传真：0754-88209555

邮箱：bb@banbao.com

特此公告。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公司代码：

600861

公司简称：北京城乡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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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禄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相东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彦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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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5,705,083.54 3,743,200,929.29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61,312,518.18 2,346,689,722.46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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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74,293.81 36,351,775.86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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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123,760.25 549,509,014.25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17,160.59 17,738,771.15 -2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47,178.77 17,596,886.22 -4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0.76 减少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5 0.0560 -27.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5 0.0560 -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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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00 处置长期资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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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650.00

残疾人岗位补贴31,000.00元； 北京市商

务委员会补助274,6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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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312.4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675.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077.87

所得税影响额 -763,353.24

合计 2,269,9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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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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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08,452,397 34.23 无 国有法人

卫晓岩 2,500,600 0.79 无 境内自然人

刘为忠 2,426,102 0.77 无 境内自然人

梁继德 2,367,200 0.75 无 境内自然人

郝婧 2,292,443 0.72 无 境内自然人

宋海珍 1,850,000 0.58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

金合信沪港深研究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8,871 0.56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712,471 0.54 无 其他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盘世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609,600 0.51 无 其他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盛信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596,7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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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08,452,397 人民币普通股 108,452,397

卫晓岩 2,500,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600

刘为忠 2,426,102 人民币普通股 2,426,102

梁继德 2,36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7,200

郝婧 2,292,443 人民币普通股 2,292,443

宋海珍 1,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金合信沪港深研

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88,871 人民币普通股 1,788,87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行业轮换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12,471 人民币普通股 1,712,471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盘世2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6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9,600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盛信2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5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6,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未知这十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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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人民币22,518,037.65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41.57%，主要是本期子公司预付团款增加

所致。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0.00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减少100%，主要是本期母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所致。

（3）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人民币9,636,559.52元，为新增项目，主要是本期母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为人民币15,555,658.44元，较上年年末余额增加1,166.68%，主要是本期华懋商厦付装修改

造结算款影响所致。

（5）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为人民币-6,702,800.9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73.33%，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国盛兴业土地

增值税决算调整影响所致。

（6）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为人民币80,226,832.3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7.35%，主要是本期子公司一一八生活汇超

市新开便利店，运营费用增加所致。

（7）其他收益本期发生额为人民币305,650.0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5,330.02元，主要是子公司收到残疾人岗位补

贴和北京市商务委员会补助影响所致。

（8）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为0.0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是上期母公司取得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发生额为人民币2,639,312.4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645,802.48元，主要是本期母公司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影响所致。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为人民币-46,739,495.65元，较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78.84%，主要

是本期城乡华懋分公司装修改造、大兴基地改造项目支付工程款影响所致。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为人民币-2,971,943.13元，较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96%，主要是上

期子公司国盛兴业偿还银行贷款较大，本期偿还银行贷款较小，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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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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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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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

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19年一季度门店变动情况及主要经

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9年一季度公司门店变动情况

地区 经营业态

新开门店 关闭门店 期末门店

门店

家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门店

家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门店

家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北京

购物中心/百货 3 18.90

综超 4 4.79

社区超市 4 0.08 -- -- 44 1.54

合计 4 0.08 -- -- 51 25.23

二、2019年第二季度公司拟增加门店情况

地区 经营业态 门店家数 门店来源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预计开店时间

北京

购物中心/百货

综超

社区超市 5 租赁 0.15 2019年4-6月

合计 5 -- 0.15 --

三、2019年第二季度公司拟关闭门店情况

地区 经营业态 门店家数 门店来源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预计闭店时间

北京

购物中心/百货

综超

社区超市 1 租赁 0.06 2019年4-6月

合计 1 -- 0.06 --

四、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一）主营营业收入分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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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销售商品收入 411,560,448.72 350,481,340.35 14.84 -0.44 -0.37

减少0.06个百

分点

租赁收入 53,963,016.64 10,231,494.27 81.04 31.85 210.99

减少10.92个

百分点

酒店收入 10,451,579.40 1,652,172.74 84.19 14.43 13.51

增加0.13个百

分点

房地产销售收入 0.00 0.00 -- -100.00 -100.00

修理费收入 595,549.08 451,264.00 24.23 -19.53 -3.11

减少12.84个

百分点

物业管理收入 2,680,717.67 0.00 100.00 -15.63 --

旅游服务收入 31,798,904.54 30,984,216.82 2.56 296.91 308.88

减少2.85个百

分点

其他收入 11,189,294.61 0.00 100.00 37.24 --

其中：销售商品收入分经营业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地

区

经营业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同

比变动

营业成本同

比变动

毛利率同比

变动

北

京

百货 161,245,240.84 124,928,902.41 22.52% -6.44% -7.03% 0.48%

购物中心 51,548,064.89 45,921,818.50 10.91% 1.71% -2.21% 3.56%

综超 167,347,694.26 152,101,268.88 9.11% -6.32% -4.88% -1.37%

社区超市 31,419,448.73 27,529,350.56 12.38% 168.38% 160.97% 2.48%

小计 411,560,448.72 350,481,340.35 14.84% -0.44% -0.37% -0.06%

（二）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北京 522,239,510.66 -1.54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北京城乡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