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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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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段向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正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廖燕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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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5,109,678.46 4,062,578,653.31 -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496,865.19 753,377,768.36 -9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7,446,681.68 752,706,217.39 -9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0,835.82 541,109,019.70 -100.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2 0.0877 -9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2 0.0877 -9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8.92%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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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5,592,508.92 12,966,139,241.97 -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15,794,173.35 9,337,005,829.09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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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675.4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7,329.75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9,473.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688.86

合计 3,050,18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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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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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49

%

3,048,453,

113

2,758,753,

579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1

%

928,946,141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4% 561,494,871 561,494,871

质

押

247,732,

284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4% 502,013,022 502,013,0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2% 130,963,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48% 127,332,93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7% 66,111,224

陈建奇 境内自然人 0.54% 46,785,36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

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3% 45,759,8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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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928,946,141 人民币普通股 928,946,141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289,699,534 人民币普通股 289,699,53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0,9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963,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7,332,938 人民币普通股 127,332,93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6,111,224 人民币普通股 66,111,224

陈建奇 46,785,365 人民币普通股 46,785,36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5,759,800 人民币普通股 45,759,8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92,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92,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9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攀钢集团、攀长钢、攀成钢铁、鞍山钢铁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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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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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陈建奇持有公司股份46,785,365股，全部为信用证券账户

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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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项目

项 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短期借款 817,000,000.00 1,217,000,000.00 -32.87% 主要是偿还到期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49,700,000.00 99,700,000.00 -50.15% 主要是净兑付到期票据

预收款项 - 461,095,983.55 -100.00%

主要是首次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重分类所

致

合同负债 309,880,819.86

主要是首次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重分类所

致

其他应付款 150,401,213.43 105,084,533.61 43.12% 主要是往来结算款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40,521,106.74 152,477,087.49 -73.42% 主要是净还一年内到期借款

长期借款 300,000,000.00 主要是新增长期借款

专项储备 16,615,448.66 8,673,041.04 91.58% 主要是本年计提安全生产费增加

（二）利润表项目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2,535,109,678.46 4,062,578,653.31 -37.60% 主要是本期钒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营业成本 2,242,680,288.71 3,045,938,956.11 -26.37% 主要是钒钛产品成本下降

税金及附加 16,407,773.35 35,267,753.57 -53.48%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额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64,109.88 7,280,881.10 -100.88%

主要是银行借款利息减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增加所致。

信用 减 值 损 失

（损失以“-” 号

填列）

-3,138,638.34 -2,024,078.48 55.07% 主要是本期应收款项增加、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资 产 减 值 损 失

（损失以“-” 号

填列）

-11,685,059.56 主要是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利润总额 （亏损

总额以 “－” 号

填列）

83,051,276.95 768,134,092.53 -89.19% 主要是本期钒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0,835.82 541,109,019.70 -100.35% 主要是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1,438.86 14,943,098.72 -108.64%

主要是处置资产收到的现金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701,196.76 -41,561,647.76 -589.82% 主要是本季度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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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0月份开始筹划收购西昌钒制品分公司整体经营性资产及负债暨重

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因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议案未获得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和全体股东一起，结合市场情况，继续推

动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 同时，公司将继续做好生产经营工作，以更好的业绩

回报股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

2019-39）

2019年10月18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42） 2019年11月12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49） 2019年11月27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9-54）

2019年12月14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暨终止本

次重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55）

2019年12月14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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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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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对象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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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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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2020-22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0年4月21日上午9:00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会议由

董事长段向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慎讨论，本

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本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管理机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设备管理的精细度，公司决定整合产业发展部（资本运营部）与设备

保障部相关职能，整合后撤销产业发展部（资本运营部）和设备保障部，新设装备部承接

产业发展部（资本运营部）与设备保障部相关职能，并将原产业发展部（资本运营部）和

设备保障部部分职能移交至其他管理部门。

调整后的公司管理部门为：董事会办公室（行政部）、党群工作部（工会）、财务部、

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运营部（质计中心）、安全环保部（武装保卫部）、装备部、风

险管理部（法律事务部）、技术开发部、纪委（党政督察办公室）共计10�个部门。

本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为进一步充实公司管理层力量，经公司副总经理（代行总经理职责）杜斯宏先生推

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李亮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亮先生简历附后。

本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3日

李亮先生简历

李亮先生，1985年5月出生，大学工学学士，化工工艺工程师，现任攀钢集团钛业有限

责任公司氯化钛白厂副厂长（主持工作）。 历任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海绵钛厂厂

长助理、氯化精制车间主任，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海绵钛厂厂长助理、低温氯化车

间主任、支部书记、工会主席，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科技部副部长、兼任高炉渣提

钛项目部经理，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高炉渣提钛项目部经理等职。

李亮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任一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

截止目前，李亮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900股，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29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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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东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牛有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周立航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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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27,256.62 384,630,239.08 1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075,869.30 37,734,004.99 4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3,166,354.15 35,778,746.87 48.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026.42 3,731,560.95 -9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2.22%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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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1,630,838.99 3,344,278,815.41 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8,850,223.89 1,678,925,673.71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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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958.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7,687.9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9,463.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9,667.58

合计 909,51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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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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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金河建

筑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05% 241,758,670 0 质押 149,594,000

上银基金－浦

发银行－上银

基金财富51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31% 27,375,738 0

路牡丹 境内自然人 4.09% 25,964,401 0

呼和浩特昌福

兴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64% 10,419,943 0

路漫漫 境内自然人 1.20% 7,649,645 0

李福忠 境内自然人 0.81% 5,164,465 3,873,349

王志军 境内自然人 0.49% 3,088,931 2,744,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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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46% 2,900,578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枫池

专享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43% 2,716,900 0

王勇飞 境内自然人 0.43% 2,7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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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

司

241,758,670 人民币普通股 241,758,670

上银基金－浦发银行－上银基金

财富51号资产管理计划

27,375,738 人民币普通股 27,375,738

路牡丹 25,964,401 人民币普通股 25,964,401

呼和浩特昌福兴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10,419,943 人民币普通股 10,419,943

路漫漫 7,649,645 人民币普通股 7,64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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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578 人民币普通股 2,900,578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

信托·枫池专享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2,71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6,900

王勇飞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郭冰 2,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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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3,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王东晓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 李福忠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董

事。 路牡丹女士为王东晓先生配偶；路漫漫先生为路牡丹女士之弟；李福忠先生之配

偶为路牡丹女士之妹；王志军先生为王东晓先生和路牡丹女士的儿子。 呼和浩特昌福

兴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组建的有

限合伙企业。 除此以外，未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和前1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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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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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

（1）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末相比增加25,657,181.54元，增幅35.24%，主要是本报

告期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

（2）预收款项：较上年末相比减少19,947,415.90元，减幅100.00%，主要是公司本

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按规定将原在预收款项列示的内容调整到合同负债列示所致。

（3）合同负债：较上年末相比增加16,578,329.40元，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执行新收

入准则，按规定将原在预收款项列示的内容调整到合同负债列示所致。

（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相比增加35,534,400.00元，增幅75.64%，

主要是未来一年内需要偿还的借款额度增加所致。

（5）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末相比增加5,718,178.09元，增幅101.25%，主要是受汇

率变动影响所致。

2、合并利润表

（1）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7,118,904.95元，减幅65.60%，主要系本

期人民币贬值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2）利息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649,301.29元，增幅271.82%，主要系子公

司内蒙古金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次性收到保证金存款利息收入所致。

（3）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762,636.77元，减幅55.37%，主要系本报

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4）信用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126,142.61元，增幅444.98%，主要

系本期收入增加，在账期内的应收账款额度增加以及个别客户受非洲猪瘟疫情和新冠肺

炎疫情叠加影响账期延长，按会计政策计提的预期信用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26,841.59元，减幅61.15%，主要系计

提跌价准备的存货价格回升，本期计提金额减少所致。

（6）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7,668.93元，减幅100.00%，主要系上

年同期有小额的固定资产处置收益，本期无类似业务。

（7）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03,525.30元，增幅2,664.48%，主要系

子公司本期收到政府补贴款，上年同期发生金额较小所致。

（8）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354,677.36元，增幅615,331.99%，主要

系本期公司为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向红十字会捐赠款项， 上年同期发生金额很小所

致。

（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6,341,864.31元，增幅

43.31%，主要影响因素是虽然母公司因硕腾公司上年同期供货比较集中，本期供货节奏

放缓导致净利润有所下降，但是各子公司业绩均好于上年同期，特别是金河佑本生物制

品有限公司和法玛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玛威” ）实现扭亏为盈。

（10）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6,327,591.45元，增幅666.31%，主要

系本期各控股子公司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的收益增加。

（11）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9,445,046.32元，增幅

347.53%， 主要系受汇率变动影响， 境外子公司法玛威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

致。

（1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8,

028,289.37元，增幅347.53%，主要系受汇率变动影响，境外子公司法玛威的外币财务报

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13）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8,028,289.37元， 增幅

347.53%， 主要系受汇率变动影响， 境外子公司法玛威的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

致。

（1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

416,756.95元，增幅347.53%，主要系受汇率变动影响，境外子公司法玛威的外币财务报

表折算差额增加，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的收益增加。

（15）综合收益总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32,114,502.08元，增幅94.27%，主要

系本期经营业绩较好，净利润有较大幅度增长，以及因受汇率变动影响，子公司法玛威的

外币财务报表产生较多的折算差额。

（1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4,370,153.68

元，增幅68.80%，增长原因同上。

（17）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7,744,348.40元，

增幅570.56%， 主要系本期各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好于上年同期， 以及因受汇率变动影

响，子公司法玛威的外币财务报表产生较多的折算差额，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的收

益增加。

3、合并现金流量表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940,022.89元，

增幅65.95%，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和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8,315,500.44元，增幅50.09%，主要

系本期收入和利润总额均有所增长，缴纳的相关税费亦随之增加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3,562,534.53元，减

幅95.47%，主要系2020年初预缴2019年四季度所得税金额较大，个别客户受非洲猪瘟疫

情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账期延长，以及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的额度增加所致。

（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

比减少7,900.00元，减幅100.00%，主要系本期未发生此类业务。

（5）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00,000,000.00元， 增幅

52.63%，主要系为归还到期银行借款以及为提前归还子公司法玛威内保外贷获取的银行

借款而储备的资金增加所致。

（6）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2,500,000.00元，

主要系本期收到银行解冻的保证金，上年同期金额为零。

（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60,332,250.00元， 增幅

57.94%，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的银行借款较多。

（8）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0,044,000.00元，

增幅90.94%，主要系向出保函银行存入保证金所致。

（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43,487,733.71元，增

幅64.59%，主要系为归还到期银行借款，以及为提前归还子公司法玛威内保外贷获取的

银行借款而储备的资金增加所致。

（10）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969,777.20

元，增幅121.74%，主要系公司及境外子公司美元存款因汇率变动所致。

（11）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38,734,340.54元，增

幅95.74%，主要系为归还到期银行借款，以及为提前归还子公司法玛威内保外贷获取的

银行借款而储备的资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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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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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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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2020年02月13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

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编号：2020-001）

2020年02月26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

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编号：2020-002）

2020年03月1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2020年03月1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东晓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