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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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杨宏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海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程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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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0,605,726.42 7,929,358,193.25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1,474,613.41 3,368,730,345.79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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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65,984.17 -53,162,5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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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51,503.24 343,344,153.84 5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05,886.61 -6,146,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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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56,021.30 -7,470,237.9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0.19 增加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5 -0.009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5 -0.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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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5,3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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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012.0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19,315.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6,096.30

所得税影响额 76,818.89

合计 1,349,8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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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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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75,906,

748

21.25 0 无 0 国有法人

柴昭一 83,356,000 10.07

41,678,

000

质押

83,356,

000

境内自然人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913,434 7.96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22,260,372 2.69 0 质押

17,123,

363

未知

薛刚 19,563,826 2.36 0 质押

19,500,

000

境内自然人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9,460,

000

2.3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定

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847,667 1.91 0 无 0 未知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

际信托－中融－财富骐骥定增28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419,497 1.62 0 无 0 未知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11,935,737 1.44 0 无 0 未知

王志荣 9,196,569 1.11 0 质押 9,19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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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5,906,748 人民币普通股 175,906,748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913,434 人民币普通股 65,913,434

柴昭一 41,6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78,000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2,260,372 人民币普通股 22,260,372

薛刚 19,563,826 人民币普通股 19,563,826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9,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6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定价值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847,667 人民币普通股 15,847,667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

融－财富骐骥定增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419,497 人民币普通股 13,419,497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11,935,737 人民币普通股 11,935,737

王志荣 9,196,569 人民币普通股 9,196,5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发起人股东相互之间及与其他股

东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况。 公司未知其

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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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变动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幅（%）

应收票据 63,445,630.44 127,456,344.27 -50.22

预付款项 62,929,376.86 43,586,587.67 44.38

其他应收款 87,595,772.18 56,804,896.63 54.20

存货 452,052,580.81 333,539,715.48 35.53

在建工程 4,039,937.75 1,837,311.56 119.88

预收款项 26,686,783.70 18,876,079.79 41.38

长期借款 13,900,000.00 6,000,000.00 131.67

原因分析：1、应收票据的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将向客户收取的票据背书转让给供应

商所致；2、预付款项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预付工程款、设备款增加所致；3、其他应收款

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保证金、备用金增加所致；4、存货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塔机投

产增加，暂未实现销售所致；5、在建工程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设备改造及子公司庞源租

赁华南总部项目投入增加所致；6、预收款项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7、

长期借款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长期融资增加所致。

（2）利润表变动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幅（%）

营业收入 545,451,503.24 343,344,153.84 58.86

营业成本 389,274,036.44 252,865,302.75 53.95

税金及附加 2,600,916.47 1,771,535.43 46.82

研发费用 22,004,837.36 14,376,110.73 53.07

财务费用 38,946,113.39 22,192,450.33 75.49

信用减值损失 2,993,097.23 -2,178,316.07 237.40

其他收益 503,012.01 382,418.87 31.53

资产处置收益 -510.68 70,934.62 -100.72

营业外收入 757,726.21 494,520.00 53.22

营业外支出 106,496.99 72,803.74 46.28

所得税费用 11,094,511.01 5,935,482.18 86.92

原因分析：1、营业收入的增加，主要系庞源租赁的设备租金收入增加所致；2、营业成本

的增加，主要系庞源租赁的设备租金收入增加，设备租金成本同幅度增加所致；3、税金及附

加的增加，主要系因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增加，附加税相应增加所致；4、研发费用的增加，主

要系公司本期研发支出增加所致；5、财务费用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通过银行及融资租

赁等方式融资，利息支出以及未确认融资费用增加所致；6、信用减值损失的增加，主要系公

司本期对部分资产做了减值测试，依据测试结果计提相应减值所致；7、其他收益的增加，主

要系公司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8、资产处置收益的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资

产收益减少所致；9、营业外收入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10、营业

外支出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违约金赔款和税金滞纳金增加所致；11、所得税费用的

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变动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幅（%）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510,629.89 23,516,939.81 -38.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65,984.17 -53,162,526.10 232.7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80,131,563.52 55,093,552.36 45.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076,563.52 -55,093,552.36 -45.35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43,900,000.00 41,600,000.00 486.3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0,980,311.32 5,702,257.36 267.9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589,918.23 129,293,505.53 -141.45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463,514.46 64,326.92 620.56%

原因分析：1、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缴纳的税金减少所致；2、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3、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净额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增加固定资产

采购所致；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5、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

偿还到期债务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

公司本期银行融资增加，利息支出增加所致；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

公司本期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8、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增加，主要系汇率

变动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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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的股票种类

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

在内的不超过10名的特定投资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65,558,692� 股（含

165,558,692�股）， 其中建机集团承诺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20%（含

20%），若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在上述范

围内，最终发行数量将在本次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

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

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发行对

象申购报价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拟

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发行费用）不超过150,574.80万元，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工程租

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获得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批复

（陕国资产权发[2018]71号）批复具体内容为：同意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面值为人民币1元、数量不超过165,558,692�股（含本数）的A股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工程租

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

2018年11月12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文件，2018年

12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第181811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由于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经与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审慎研究，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审查, 并于2019年1月31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

（1818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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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的累计净利润为盈利。 主要原因是：预计年初至下一

报告期期末公司建筑及施工机械租赁收入及毛利较上年同期均实现增长。

（本页无正文，为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之签章页。 ）

公司名称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宏军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

2019-038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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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包忠

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94,1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738%。

●包忠平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

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 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773,532股（不超过持股数的25%），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934%，减持价格按照市

场价格确定。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包忠平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3,094,130 0.3738%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3,

094,13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公司副总经理包忠平先生所持股份系公司2015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所得，自重组完成至今未进行过股份减持。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包忠平

不超过：773,

532股

不 超 过 ：

0.0934%

竞价交 易减

持， 不超过：

773,532股

2019/5/27 ～

2019/11/22

按市场价

格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所得

个人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二)�相关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包忠平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在减持期间内，包忠平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自主选择如何实施

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等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公司将督促包忠平先生严格遵守股东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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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傅国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凌洪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凌洪章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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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723,934.59 1,759,986,367.73 1.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43,178,631.64 1,136,292,393.19 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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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77,091.35 -74,766,9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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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23,551.73 235,086,408.26 15.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86,238.45 3,830,895.11 79.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706,078.96 3,478,041.00 92.8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4 0.328 增加0.2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11 7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11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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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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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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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92.31

所得税影响额 -123,953.97

合计 180,1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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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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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 177173451 48.58 质押 143,03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7,221,742 1.98 无 0 其他

陈玉麒 2384600 0.65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臻 1580000 0.43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曾新建 1250405 0.34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156300 0.32 无 0 国有法人

陈离剑 980300 0.27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伍 850000 0.23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国强 800000 0.22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范昕 71442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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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 177,173,451 人民币普通股 177,173,451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221,742 人民币普通股 7,221,742

陈玉麒 2,384,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4,600

李臻 1,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0,000

曾新建 1,250,405 人民币普通股 1,250,40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56,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6,300

陈离剑 980,300 人民币普通股 980,300

王伍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

江国强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范昕 714,421 人民币普通股 714,4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股东。 与上述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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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科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说明

应收账款 255,152,973.36 160,581,369.37 58.89 客户回款集中于年底

预付账款 45,501,035.95 22,343,658.17 103.64 购买进口亚麻原料增加

在建工程 4,309,430.07 2,030,845.09 112.20 新电池材料项目购买设备仪器

预收账款 29,542,832.56 46,128,267.46 -35.96 产成品发货增加

利润表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52,557.90 2,050,111.77 53.77 销售业务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16,981.64 799,876.32 -47.87 补贴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4,177,091.35 -74,766,989.75 不适用 销售业务增加导致赊销款加大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06,250.61 -7,208,423.88 不适用

新电池材料项目购买设备仪器

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818,430.41 -1,707,125.97 不适用 增加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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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傅国定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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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谭帼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胜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胜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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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90,531.63 105,572,551.79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82,906.35 3,769,401.87 -17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643,014.62 2,744,179.34 -269.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142,244.37 1,807,213.21 -495.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276 -161.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0 0.0276 -16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0.98%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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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283,457.87 1,781,514,909.03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58,047,815.34 1,260,233,672.00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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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418,1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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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917.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7,196.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9,430.87

合计 1,660,10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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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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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帼英 境内自然人 33.02% 58,191,000 58,191,000 质押 9,407,200

广东省 科技

创业投 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6% 26,192,300 14,662,500

林程 境内自然人 8.55% 15,068,153 15,068,153

北京理 工资

产经营 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96% 8,739,247 8,739,247

肇庆市 端州

区城北 经济

建设开发 公

司

国有法人 2.71% 4,783,120 2,391,560

肇庆市 汇海

技术咨 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2.60% 4,590,000 3,060,000 质押 948,317

北京基 石仲

盈创业 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1.56% 2,741,967 2,741,967

周辉 境内自然人 1.09% 1,916,996 1,916,996

孙逢春 境内自然人 0.96% 1,691,467 1,691,467

杨烨 境内自然人 0.60% 1,057,167 1,05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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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1,529,8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1,529,800

肇庆市端州区城北经济建设

开发公司

2,391,560

人民币 普通

股

2,391,560

肇庆市汇海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

1,530,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530,000

刘旋 244,200

人民币 普通

股

244,200

陈丽君 228,202

人民币 普通

股

228,202

杨彦永 215,100

人民币 普通

股

215,100

唐亮 189,1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89,100

田维新 184,060

人民币 普通

股

184,060

肖日权 156,1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56,100

何秀珍 155,4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5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本公司副总经理谭惠忠（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谭帼英之妹夫）、董事兼

副总经理陈宇峰（为谭帼英女婿）分别持有肇庆市汇海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称“汇海技术” ）15.5%股权、12.90%股权，且谭惠忠还担任汇海技术

的执行董事，因此谭帼英与汇海技术存在关联关系，谭帼英、汇海技术分别

持有本公司33.02%、2.60%的股份。除此之外，发行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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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

1、受春节假期及新能源商用车行业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第一季度销售收入偏低，而人工成本、折旧

费用、研发费用等固定费用仍然持续发生；

2、电子铝箔板块业务受原材料电子光箔涨价影响，产品成本有所提高。

主要报表项目变动：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长比例 说明

在建工程

57,838,

998.50

45,896,

430.87

26.02%

新增主要是宝兴华锋新增机线与高要

华锋新建厂房、员工宿舍。

短期借款

182,980,

000.00

177,630,

000.00

3.01% 资金需求增加了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3,855,972.62 6,751,500.00 -42.89% 归还了平安租赁的部分租赁款。

项目 本期发生 上期发生

销售费用 7,189,688.29 3,931,023.84 82.90%

新增部分主要是并入理工华创， 理工

华创本期发生的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4,753,

156.11

8,689,588.67 69.78%

新增部分主要是并入理工华创， 理工

华创本期发生的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3,372,411.42 1,995,347.51 69.01%

本期借款比上年同期有大幅增长，使

借款利息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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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帼英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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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4

月19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参加董事12名， 实际参加董事12名。 会议由董事长谭帼英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3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及全文。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同时登载于2019年4月30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

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谭帼英、罗一帜、陈宇峰、王凌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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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

19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展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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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9年4月30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及全文。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时登载于2019年4月30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

解除限售条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10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公司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个解除

限售手续。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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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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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29日（星期一）下午14：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28日至2019年4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9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9年4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至2019年4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

束当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渡工业园二期华锋股份综合大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议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谭帼英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2,632,47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8865%。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7,564,12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8.3366%。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068,35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8.5499%。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373,32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3185%。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82,632,4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二）审议并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82,632,4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2,632,4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2,632,4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2,632,4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3,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82,632,47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3,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毅、云芸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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