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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499

公司简称：翔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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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骆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光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帅宏英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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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953,445.83 476,502,344.17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293,218.34 68,647,420.59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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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5,766.48 -20,516,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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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02,017.76 50,246,599.14 6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31,304.05 5,697,535.81 -4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31,314.25 5,698,174.98 -46.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32 15.21 减少10.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087 0.0163 -46.6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087 0.0163 -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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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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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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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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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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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71,553,484 20.50 0 质押 71,553,484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艾顿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8,000,000 2.2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锦汇稀贵金属有限公司 6,449,500 1.85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卓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6,000,000 1.7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丰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00,000 1.4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记军 1,024,300 0.2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一心 974,900 0.28 0 无 境内自然人

贺兵 924,570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马武通 850,071 0.24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钟慈芳 830,00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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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1,553,484 人民币普通股 71,553,484

上海艾顿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上海锦汇稀贵金属有限公司 6,4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6,449,500

上海卓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宁波丰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张记军 1,02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4,300

陈一心 974,900 人民币普通股 974,900

贺兵 924,570 人民币普通股 924,570

马武通 850,071 人民币普通股 850,071

钟慈芳 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上述其

余前十名股东、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关系。

除朴素至纯外，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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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变动说明

2019年1-3月

资产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9,127,173.99 13,839,011.35 15,288,162.64 110.47

本期部分承兑到期收

到现金。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0,892,546.50 70,603,222.10 -19,710,675.60 -27.92

本期部分承兑到期减

少。

预付款项 10,255,982.32 7,014,464.43 3,241,517.89 46.21 主要是预付工程款。

其他应收款 4,137,105.33 1,381,040.54 2,756,064.79 199.56 经营往来款增加。

存 货 4,238,742.85 2,653,841.46 1,584,901.39 59.72

主要是燃煤库存减少

影响。

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增减比例

(%)

应付职工薪酬 2,360,904.53 5,561,150.11 -3,200,245.58 -57.55

因2月含支付上年绩效

工资等。

应交税费 2,725,875.47 4,228,365.80 -1,502,490.33 -35.53

3月实现税金小于上年

12月税金。

其他应付款 34,509,004.57 30,083,211.49 4,425,793.08 14.71

海亮金属、朴素资本借

款按合同预计未支付

的利息；上年同期海亮

金属借款免息。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73,293,218.34 68,647,420.59 4,645,797.75 6.77

本期实现盈利增加股

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731,555.71 811,031.86 -79,476.15 -9.80

部分子公司出现亏损，

本期少数股东损益为

亏损7.9万元。

损益表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5,302,017.76 50,246,599.14 35,055,418.62 69.77

主要是本期新增合并

子公司-银泰集团国

际有限公司增加收入。

营业成本 69,446,265.16 36,854,117.41 32,592,147.75 88.44

主要是本期新增合并

子公司-银泰集团国

际有限公司增加成本。

财务费用 4,254,282.94 39,581.00 4,214,701.94 10648.30

上年同期海亮金属借

款免息，本期根据上年

借款合同按年利率7%

计息。

净利润 （净亏损以

“－” 号填列）

2,951,827.90 5,632,741.02 -2,680,913.12 -47.60

由于上述原因影响，公

司 本 期 实 现 利 润

295.18万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268.09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比 上年减 少

266.62万元。

少数股东损益 -79,476.15 -64,794.79 -14,681.36 22.66

部分子公司出现亏损，

本期少数股东损益为

亏损7.9万元， 本期亏

损比上期增加 1.5万

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92,130,290.56 21,661,642.47 70,468,648.09 325.32

一方面是本期部分承

兑到期收款，另一方面

是新增合并子公司增

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5,438,880.79 2,736,289.02 2,702,591.77 98.77

收到项目保证金及前

期借出款。

支付的各项税费 6,741,310.00 10,364,445.30 -3,623,135.30 -34.96

上年同期上缴转让不

动产增值税426万，本

期无此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1,694,877.54 5,982,570.32 5,712,307.22 95.48

退项目保证及支付矿

山周边土地租金等。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

4,396,269.82 2,427,398.04 1,968,871.78 81.11

主要是800万吨项目

技改及500万吨骨料

扩能技改项目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0.00 24,823,528.00 -24,823,528.00 -100.00 本期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0.00 24,823,528.00 -24,823,528.00 -100.00 本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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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海亮金属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

额度共计人民币40,16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项目建设使用和流动资金周转。

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海亮金属签署《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1）自2018年1月1日起，以四川金顶实际借款金额按照7.00%的年化利率进行计息，四川金顶在2018年

12月31日前向海亮金属指定账户支付2018年借款利息；

（2）借款本金额度为海亮金属根据《借款协议》已经向四川金顶提供的借款余额转结至2019年1月1日

的实际额度，且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小写：300,000,000.00元），本次借款海亮金属无须另行支付借款

资金到四川金顶账户。

（3）自2019年1月1日起，以四川金顶实际借款金额按照7%--9%的年化利率进行计息，四川金顶在2019

年12月31日前向海亮金属指定账户支付2019年借款利息。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利率调整范

围内与海亮金属协商确定2019年度借款利率。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向海亮金属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7,159.48万元。 相关事项请详见公司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司临

2017-030、037、040号，临2018-016、047、086、088、090、092号公告。

2、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公司控股股东———朴素至纯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

财务资助。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向朴素至纯借款本金余额为人民币7,788.00万元。相关事项详细情况

详见公司临2017-069、077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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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骆耀

日期 2019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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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孟广才、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志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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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439,263.29 1,127,065,070.43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80,625,413.83 825,624,618.83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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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35,831.89 26,489,202.44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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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58,467.86 90,108,485.11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000,795.00 17,632,468.29 -1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22,067.84 13,590,167.25 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0 2.31 减少0.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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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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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1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346.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3.65

所得税影响额 -65,516.23

合计 195,9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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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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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广才 41,160,000 51.45 41,16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蕉 4,728,000 5.91 4,72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东海 3,528,000 4.41 3,528,000 质押 900,000 境内自然人

史耀锋 3,528,000 4.41 3,52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蒋美芳 3,528,000 4.41 3,528,000 质押 3,528,000 境内自然人

陶平 3,528,000 4.41 3,528,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UBS�AG 596,300 0.75 0 无 0 境外法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0.6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安盛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00 0.38 0 无 0 其他

陈朝猛 208,00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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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S�AG 596,300 人民币普通股 596,3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浦银安盛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陈朝猛 2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美丽优萃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100

林要兴 2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000

王顺兴 20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900

梁日文 1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000

赵孝东 1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高端制造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4,004 人民币普通股 154,0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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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幅度较大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

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原因

1 其他应收款 1,830,100.63 4,207,774.52 -56.51%

主要系公司收回前期支付的竹溪谷

项目土地保证金所致

2

一年内到期非

流动资产

589,866.33 315,000.00 87.26%

主要系公司一年内摊销结束的长期

待摊费用重分类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 1,411,617.55 51,155,546.56 -97.24%

主要系公司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已到期所致

4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0 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

影响，该项目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所致

5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5,000,000.00 0 不适用

主要系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

影响，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该

项目所致

6 在建工程 22,249,685.28 12,157,891.85 83.01% 主要系公司竹溪谷项目建设所致

7 长期待摊费用 832,524.48 1,349,252.59 -38.3%

主要系公司一年内摊销结束的长期

待摊费用重分类所致

8 应付职工薪酬 5,626,868.21 24,899,144.64 -77.4%

主要系公司本期已发放 2018�年底

计提的工资奖金所致

9 其他应付款 70,616,525.04 8,899,892.51 693.45%

主要系公司已宣告但尚未支付的股

利所致

10

实收资本(或股

本)

116,000,000.00 80,000,000.00 45%

主要系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

致

公司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

1 财务费用 1,366,477.09 2,390,029.49 -42.83%

主要系公司本期归还部分银行借款减少

了借款利息所致

2 资产减值损失 0 -254,028.7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调整至

信用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3

信用资产减值

损失

-160,546.64 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调整至

信用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4 投资收益 1,246,855.35 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所致

5 其他收益 204,815.00 5,416,858.00 -96.22%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6 资产处置收益 22,903.85 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固定资产处置取得的收益增

加所致

7 营业外收入 34,363.08 17,158.57 100.27% 主要系其他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

1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50,000,000.00 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购买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已到期所致

2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1,321,666.67 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购买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收益所致

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2,903.85 8,800.00 160.27%

主要系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取得

的收益增加所致

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491,202.01 -22,342,148.17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购买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已到期所致

5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0 3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无新增借款所

致

6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6,920,000.00 35,920,000.00 -80.73%

主要系公司本期归还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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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公司于2019年3月7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议案，拟将通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的募集资金用于“天目湖山水园观光电车

项目” 和“南山竹海索道升级项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8日披露的《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01、2019-002、2019-007）及 2019年3月29日披露的《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公司于2019年4月3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议案，拟将通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的募集资

金调整为用于“御水温泉（一期）装修改造项目” 和“南山小寨二期项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4日披露的《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公

告》、《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修订稿） 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2、2019-013、2019-015、2019-016）及 2019年4月20日披露的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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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孟广才

日期 2019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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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峻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国梁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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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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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658,645.16 694,278,852.82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1,707,274.73 537,666,072.08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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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2,707.28 18,007,738.74 -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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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97,422.99 82,770,963.80 -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545,727.66 13,212,485.53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224,603.92 12,238,358.42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9% 2.58% 减少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355 0.1321 2.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348 0.1321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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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87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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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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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39.48

合计 1,321,123.7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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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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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建军 47,092,500 46.48 47,092,500 质押 11,75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翔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2,672,500 22.38 22,672,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董旺生 5,235,000 5.17 5,235,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UBS���AG 667,441 0.6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睿策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睿策多策略一期私募基

金

570,400 0.5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邢醉育 536,900 0.5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海虹 434,400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睿策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睿策专户二号私募基金

424,600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章向东 370,0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谭永平 349,00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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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S���AG 667,441 人民币普通股 667,441

北京睿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策多策略

一期私募基金

570,4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400

邢醉育 5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536,900

杨海虹 434,400 人民币普通股 434,400

北京睿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睿策专户二

号私募基金

42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600

章向东 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

谭永平 3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000

上海瑰铄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瑰铄

专户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32,200 人民币普通股 332,200

郑初一 2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3,000

岑延君 2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董旺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建军的父亲。 实际控制人董

建军为上海翔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 持有该公司99%的股份，

股东董旺生持有该公司1%的股份。 其他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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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期末余额1,326,974.34元，比年初余额155,000.00元 增加756%，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

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5,571,083.94元，比年初余额996,689.03元 增加459%，主要系公司预付材料款增

加所致。

3)�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22,269,810.42元，比年初余额5,673,223.89元增加293%，主要系预付工程

款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4）预收款项：期末余额887,083.78元，比年初余额1,441,359.64元减少38%，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初预收款

在本报告期确认收入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4,838,771.04元，比年初余额7,196,193.39元减少33%，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发

放应付职工年终奖所致。

6）应交税费：期末余额2,926,095.26元，比年初余额4,212,851.26元减少31%，主要系公司报告期末应交

增值税较年初减少所致。

7）财务费用：本期金额-922,853.82元，比上年同期272,991.05元减少438%，主要系公司利息收入增加，

利息费用减少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及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529,537.08元，比上年同期-61,563.60元减少760%，主要系

公司本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减少导致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9）投资收益：本期金额0.00元，比上年同期1,550,319.14元减少，主要系公司理财产品收益及定期存款利

息减少所致。

10）资产处置收益：本期金额0.00元，比上年同期-190,472.87元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未处置设备所

致。

11）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1,554,263.22元，比上年同期419,630.96元增加270%，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确

认的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12）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416,057.33元，比上年同期63,410.99元增加556%，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不征

税收入减少所致。

13）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金额2,037,724.52元，比上年同期6,624,695.33元减少69%，主要系公司本报

告期收到的安置福利人员增值税返还减少所致。

1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金额4,243,421.52元，比上年同期7,348,967.44元减少42%，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5）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金额35,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145,000,000.00元减少76%，主要系公

司定期存款转存活期账户金额减少及赎回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16）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金额0.00元，比上年同期395,643.83元减少，主要系公司赎回理财产

品所获收益减少所致。

17）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金额0.00元，比上年同期125,000,000.00元减少，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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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建军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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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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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6日

以书面或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会议由董事长董

建军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作为国内优秀的印刷包装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一直致力于以彩盒、标签等相关包装印刷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的核心业务，主要为日化、食品等生产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包装印刷服务。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进步，印刷业持续壮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主要趋向国际化、知

识化、信息化发展方向的产业经济体系。 为了顺应行业的发展趋势，应对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公司一贯重视

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在美国设立境外子公司，除了增加获取订单的可能，也有利于公司把握国际市场的变化

趋势，学习探索先进的前沿技术，以更好地提供给客户高科技含量的增值服务；更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与海

外重点客户的深度合作，积极参与客户国际化产业布局，促进公司开拓日化产品一体化集成服务业务。

综上，公司拟在美国内华达州设立全资子公司，名称暂定为：Sunglow� Technology� (USA)� Company�

Limited（翔港科技「美国」 有限公司， 以注册登记结果为准， 以下简称 “翔港科技美国” 或“Sunglow�

USA” ）

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翔港科技（美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Sunglow� Technology� (USA)� Company� Limite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美国-内华达州

投资总额： 100万美元

主营业务：产品销售、投资管理、咨询服务。

出资比例及来源：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比100%。

以上信息以主管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根据注册登记机关的有关要求，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公告》。

（三）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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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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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翔港科技” ）拟在美国内华达州设立全资子公

司，名称暂定为：Sunglow� Technology� (USA)� Company� Limited（翔港科技「美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

注册登记结果为准，以下简称“翔港科技美国” 或“Sunglow� USA” ）

●投资金额：100万美元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事项尚需获得境外投资主管机关、商务主管机关、外汇管理机关等相关政

府机关的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2、境外子公司设立后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作为国内优秀的印刷包装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一直致力于以彩盒、标签等相关包装印刷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的核心业务，主要为日化、食品等生产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包装印刷服务。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进步，印刷业持续壮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主要趋向国际化、知

识化、信息化发展方向的产业经济体系。 为了顺应行业的发展趋势，应对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公司一贯重视

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在美国设立境外子公司，除了增加获取订单的可能，也有利于公司把握国际市场的变化

趋势，学习探索先进的前沿技术，以更好地提供给客户高科技含量的增值服务；更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与海

外重点客户的深度合作，积极参与客户国际化产业布局，促进公司开拓日化产品一体化集成服务业务。

综上，公司拟在美国内华达州设立全资子公司，名称暂定为：Sunglow� Technology� (USA)� Company�

Limited（翔港科技「美国」 有限公司， 以注册登记结果为准， 以下简称 “翔港科技美国” 或“Sunglow�

USA” ）

（二）2019年4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

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翔港科技（美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Sunglow� Technology� (USA)� Company� Limite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美国-内华达州

投资总额： 100万美元

主营业务：产品销售、投资管理、咨询服务。

出资比例及来源：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比100%。

以上信息以主管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除了增加获取订单的可能，也有利于公司把握国际

市场的变化趋势，学习探索先进的前沿技术，以更好地提供给客户高科技含量的增值服务；更有利于公司进一

步加强与海外重点客户的深度合作，积极参与客户国际化产业布局，促进公司开拓日化产品一体化集成服务

业务。

四、本次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一）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事项尚需获得境外投资主管机关、商务主管机关、外汇管理机关等相

关政府机关的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

险。

（二）境外子公司设立后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风险。

根据注册登记机关的有关要求，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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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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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6日以

书面或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为临时会议。 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艳

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 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和公司财

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4月29日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678

公司简称：四川金顶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136

公司简称：天目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