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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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段佳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段佳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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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9,935,367.75 2,272,198,541.26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3,458,765.74 1,883,319,656.49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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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4,188.09 8,954,111.10 284.2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5,131,044.58 141,256,966.07 -3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0,883.26 10,457,458.81 -6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238,256.82 5,070,243.65 -22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0.58 减少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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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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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7,3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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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3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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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190,687.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6,135.29

合计 9,589,1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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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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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55,048,276 23.51 55,048,276 质押 28,700,000 国有法人

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31,548,350 13.47 31,548,350 质押 19,838,752 境外法人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21,677,753 9.26 21,677,753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54,639 2.46 5,754,639 无 0 国有法人

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 4,147,819 1.77 4,147,819 无 0 其他

OMNIVISION� HOLDING�

(HONG� KONG) � COMPANY�

LIMITED

2,937,855 1.25 2,937,855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29,300 1.21 2,829,300 无 0 国有法人

GILLAD�GAL-OR 2,561,831 1.09 2,561,831 无 0 境外自然人

苏州工业园区厚睿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2,152,584 0.92 2,152,584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苏州豪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820,729 0.78 1,8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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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ING�AND� IP�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31,548,350 人民币普通股 31,548,350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1,677,753 人民币普通股 21,677,75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54,639 人民币普通股 5,754,639

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 4,147,819 人民币普通股 4,147,819

OMNIVISION� HOLDING� (HONG� KONG) � COMPANY�

LIMITED

2,937,855 人民币普通股 2,937,8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2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9,300

GILLAD�GAL-OR 2,561,831 人民币普通股 2,561,831

苏州工业园区厚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152,584 人民币普通股 2,152,584

苏州豪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820,729 人民币普通股 1,820,729

霍尔果斯智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2,942 人民币普通股 1,592,9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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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1,358,856.52 77,623,083.37 -33.84%

预付款项 2,392,441.37 3,762,683.06 -36.42%

其他流动资产 1,805,460.21 147,553,626.52 -98.78%

长期股权投资 161,948,424.04 129,948,424.04 24.63%

应付职工薪酬 12,234,296.21 18,028,500.29 -32.14%

应交税费 1,445,439.79 2,207,687.57 -34.53%

其他应付款 21,528,324.96 62,478,639.17 -65.54%

说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减少主要是货款按时回收及本期收入规模减少所致。

预付账款减少主要是本期预付的货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系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主要是对晶方产业基金的出资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预提薪资逐步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利润总额减少，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减少主要是公司股权激励授予的股权确认进行回购，对应确认的潜在回购义务减少所

致。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及现金流量表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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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31,044.58 141,256,966.07 -39.73%

营业成本 61,747,065.97 98,539,873.98 -37.34%

财务费用 -2,958,426.03 529,057.51 -659.19%

资产减值损失 -345,094.39 -142,945.60 141.42%

其他收益 11,297,346.97 4,103,873.79 175.28%

所得税费用 506,257.68 1,987,138.89 -7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404,188.09 8,954,111.10 284.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321,817.13

说明：

营业收入：主要系市场竞争加剧，使得销量规模与单价下降所致。

� � � �营业成本：主要系销量规模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主要系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主要系2018年底收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递延确认的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主要系应税利润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购买商品与劳务、职工薪酬等项目支付金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支付回购股权激励所授予部分股权的回购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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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蔚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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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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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2019

年4月24日以通讯和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19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

际出席9人， 董事刘洋先生、Ariel� Poppel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不会对财务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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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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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2019

年4月2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健先生主持，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对《晶方科

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审核，意见如下：

（1）《晶方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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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方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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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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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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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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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027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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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

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新旧准则转换累计影响结果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

益进行调整。 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的变化，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总资产、

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等无实质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及内容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2日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以下简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准则。

2、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时间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金融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796,327.5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4,796,327.56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

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执行上述新准则

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

准则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全体监事讨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

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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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魏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翟艳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翟艳婷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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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185,507.64 1,146,575,773.44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7,113,946.19 721,345,431.84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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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94,386.25 -8,001,0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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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13,883.89 51,349,713.22 4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28,586.37 890,958.17 -57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807,204.22 -1,717,517.6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0.13 减少0.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3 0.0095 -576.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3 0.0095 -5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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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4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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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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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0.58

所得税影响额 -103,332.36

合计 578,6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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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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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56,814,540 60.87 56,814,540 质押 23,335,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古月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690,000 7.1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刘凯 1,800,000 1.93 无 境内自然人

王锡忠 377,500 0.40 无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376,100 0.40 无 境外法人

陈玉东 367,000 0.39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大新 245,000 0.26 无 境内自然人

黄佩玲 241,400 0.26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小伟 200,000 0.21 无 境内自然人

柯琴琴 150,725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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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古月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0,000

刘凯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王锡忠 3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7,500

法国兴业银行 37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76,100

陈玉东 3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00

刘大新 2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

黄佩玲 24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400

王小伟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柯琴琴 150,725 人民币普通股 150,725

闫明 13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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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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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31,244,037.41 22,394,768.41 39.51% 主要系报告期预付货款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3,884,886.14 1,802,557.75 115.52% 主要系报告期待摊销费用增加

短期借款 22,000,000.00 2,000,000.00 1000.0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银行借款增加

应交税费 12,877,479.13 21,568,250.25 -40.29% 主要系报告期应交的各项税费减少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5,713,883.89 51,349,713.22 47.45%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一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

营业成本 51,047,315.62 34,093,703.24 49.73%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一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

税金及附加 2,582,776.48 1,009,179.22 155.93%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一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

销售费用 7,982,349.49 4,861,268.70 64.20%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一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

管理费用 13,555,385.00 9,815,001.78 38.11%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一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

研发费用 5,048,227.74 2,574,422.08 96.09% 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一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

财务费用 104,851.42 -226,276.36 -146.34%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银行借款增加

其他收益 535,185.34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享受

软件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收到增值税退款

投资收益 1,143,561.00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未购买理财产品

资产处置收益 2,172,582.29 -100.00% 主要系上一报告期收到拆迁补偿款

营业外支出 95,422.21 4,265.13 2137.26% 主要系报告期存货报废处置增加

所得税费用 9,245.31 188,246.81 -95.09%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减少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134,207.65 -208,263.14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美元汇率变动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894386.25 -8,001,084.68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773,039.15 43,051,567.91 -159.87% 主要系报告期未购买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821,108.66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银行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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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棉机市场需求持续萎缩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公司棉机业务收入未能得到较大改观。 同时，公

司棉机业务与网络安全业务均具有较强的季节性， 预计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

为亏损且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较大变动。

公司名称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华

日期 2019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14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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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4月28日

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与材料于2019年4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其中董事顾华先生，独立董事潘玉忠先生、

韩伟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加。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王新亭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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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文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占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占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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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9,863,089.55 15,994,547,574.74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12,461,254.11 7,445,760,159.78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71 2.69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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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95,776.51 -439,700,548.05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02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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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4,849,461.69 4,441,743,917.45 1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617,490.28 254,917,623.07 -7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4,630,582.03 255,622,575.99 -70.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3.91 减少2.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73.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73.08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3.92 减少2.9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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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6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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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00,082.00

所得税影响额 2,004,363.92

合计 -6,013,0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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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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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957,960,606 34.57 质押 464,112,000 国家

天津泰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52,607,157 19.94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283,435,048 10.2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宏运（深圳）资本有限公司 235,569,475 8.50 质押 235,569,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953,960 0.68 无 其他

王建新 12,010,000 0.43 无 境内自然人

常淑荣 11,925,000 0.43 无 境内自然人

夏重阳 8,200,000 0.30 无 境内自然人

方威 7,428,039 0.27 无 境内自然人

王纪新 6,640,00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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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57,960,606 人民币普通股 957,960,606

天津泰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2,607,157 人民币普通股 552,607,157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283,435,048 人民币普通股 283,435,048

宏运（深圳）资本有限公司 235,569,475 人民币普通股 235,569,47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953,960 人民币普通股 18,953,960

王建新 12,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10,000

常淑荣 11,9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25,000

夏重阳 8,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00,000

方威 7,428,039 人民币普通股 7,428,039

王纪新 6,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凌钢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况； 九江萍钢钢

铁有限公司与方威系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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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2019年3月31日 /2019年

1-3月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

1-3月

变动幅度（%） 说明

应收账款 76,601,936.67 52,961,147.72 44.64 （1）

预付款项 450,866,924.82 176,302,638.18 155.73 （2）

存货 1,400,907,406.88 2,245,602,918.20 -37.62 （3）

其他流动资产 30,839,897.74 45,237,568.91 -31.83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950,000.00 -100.00 （5）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2,350,000.00 100 （5）

在建工程 137,314,247.08 208,593,991.05 -34.17 （6）

短期借款 2,261,830,144.30 1,681,625,000.00 34.50 （7）

应交税费 43,327,876.48 228,555,960.41 -81.04 （8）

应付利息 63,738,354.40 39,836,471.50 60.00 （9）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694,808.97 21,562,909.79 33.07 （10）

其他综合收益 -15,040,118.93 不适用 （11）

税金及附加 44,422,597.26 29,638,890.09 49.88 （12）

营业外支出 10,007,750.00 2,398,073.85 317.32 （13）

所得税费用 32,455,644.75 86,528,431.12 -62.49 （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395,776.51 -439,700,548.05 不适用 （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4,124.09 -22,408,261.82 不适用 （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967,577.26 -33,776,947.14 不适用 （17）

变动说明：

（1）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23,640,788.95元，主要是应收出口货款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274,564,286.64元，主要是预付大宗原燃料等款项增加所致。

（3）存货较年初减少844,695,511.32元，主要是消化冬储原燃料，以及为应对市场波动风险，在

销售采购方面公司积极采取快进快出和低库存策略，科学组织生产经营，存货大幅降低。

（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14,397,671.17元，主要是待抵扣增值税减少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20,950,000.00元，主要是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其调

整到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列报所致。

（6）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71,279,743.97元，主要是铁蛋山工程转固所致。

（7）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580,205,144.30元，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8）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185,228,083.93元，主要是本期缴纳年初应交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所

致。

（9）应付利息较年初增加23,901,882.90元，主要是计提未到付息期的应付债券利息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增加7,131,899.18元，主要是500万元以下设备一次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形成暂时性差异所致。

（11）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15,040,118.93元，主要是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其调整到

未分配利润项目列报所致。

（12）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14,783,707.17元，主要是本期缴纳增值税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7,609,676.15元，主要是本期向朝阳市凌源中学教育基金会捐

款所致。

（14）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4,072,786.37元，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91,096,324.56�元，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3,502,385.91�元，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付

款减少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52,744,524.40元 ，主要是本期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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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价

格（元）

关联交易金额

（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关联交易结算

方式

凌源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

一董事长）

购买商品 焦炭 市场价 2,039.35 736,791,633.70 62.89

银行转帐、承

兑汇票

凌源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

一董事长）

购买商品 电 市场价 0.52 290,351,859.72 97.09

银行转帐、承

兑汇票

凌源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

一董事长）

购买商品

加压高炉

煤气

协议价 0.08 41,009,853.68 100.00

银行转帐、承

兑汇票

凌源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

一董事长）

购买商品 矿粉 市场价 652.34 300,076,300.00 46.33

银行转帐、承

兑汇票

凌源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

一董事长）

购买商品 废钢 市场价 2,473.10 296,419,222.71 85.56

银行转帐、承

兑汇票

凌源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

一董事长）

购买商品 循环水 协议价 1.25 27,540,905.00 100.00

银行转帐、承

兑汇票

凌源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

一董事长）

购买劳务 修理费 协议价 23,073,293.20 33.59

银行转帐、承

兑汇票

凌源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

一董事长）

销售商品 高炉煤气 协议价 0.05 82,204,688.45 100.00

银行转帐、承

兑汇票

凌源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关联人（与公司同

一董事长）

销售商品 蒸汽 协议价 50.00 42,713,200.00 100.00

银行转帐、承

兑汇票

（2）关联担保进展情况

2017年1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互相提供担保并签订〈相互担保协议〉的议案》（详见2017年1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此议案于2017年1月23日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1月29日，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相互担保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详见2018年1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相互担保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此议案

于2018年2月14日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相互担保协议》和《相互担保

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 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为控股股东凌钢集团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详见2019

年1月22日、3月8日、3月13日、3月30日、4月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临

2019-004、019、021、02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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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文广

日期 2019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231

债券代码：

122087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

11

凌钢债

编 号：临

2019-038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项

获得辽宁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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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8日，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辽国资产权[2019]

90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朝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意见和关于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认购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意见。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231

债券代码：

122087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

11

凌钢债

编 号：临

2019-039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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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中心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9人。 会议由

董事长文广先生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规定。 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文广先生提名，聘任李晓春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一致，至2020年11月。

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晓春先生，51岁，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曾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证券事务主管。现

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

股票代码：

600231

债券代码：

122087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

11

凌钢债

编 号：临

2019-040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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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九号-钢铁》 要求，现将公司2019年第一季

度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项

目

产量（吨） 销量（吨） 平均售价（元/吨）（不含税）

2019年一季度 2018年一季度

变动比

例（%）

2019年一季度 2018年一季度

变动比例

（%）

2019年一季

度

2018年一季

度

变动比例

（%）

型

材

1,114,313.28 968,907.78 15.01 1,146,053.66 877,132.32 30.66 3,299.09 3,496.43 -5.64

板

带

材

297,145.87 276,160.99 7.60 302,001.73 270,110.63 11.81 3,172.45 3,383.63 -6.24

管

材

15,843.68 8,108.48 95.40 18,323.14 6,674.61 174.52 3,735.43 4,553.81 -17.97

本公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3005

公司简称：晶方科技 公司代码：

600231

公司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代码：

122087

债券简称：

11

凌钢债

公司代码：

603029

公司简称：天鹅股份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