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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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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唐海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冬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晓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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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191,732.29 3,166,411,051.06 -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43,557,377.48 2,542,151,936.4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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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57,189.34 9,435,4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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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898,935.12 519,080,368.68 -1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2,198.82 5,746,033.11 -8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14,023.42 4,458,576.8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0.25 减少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9 0.01 -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9 0.0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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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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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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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5,8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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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6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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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92

所得税影响额 -580,783.06

合计 3,286,2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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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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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

股有限公司

149,623,188 37.01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524,155 9.28 0 无

国有法

人

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25,234,177 6.24 0 质押 4,400,000

国有法

人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6,850,988 1.69 0 无 其他

张迎宾 2,567,067 0.6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丽萍 2,230,888 0.55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涛 2,149,449 0.53 无

境内自

然人

廖勇祥 2,100,000 0.5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蕾 1,670,000 0.41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中证央

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446,460 0.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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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汽车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149,623,188 人民币普通股 149,623,188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7,524,155 人民币普通股 37,524,155

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234,177 人民币普通股 25,234,177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850,988 人民币普通股 6,850,988

张迎宾 2,567,067 人民币普通股 2,567,067

张丽萍 2,230,888 人民币普通股 2,230,888

张涛 2,149,449 人民币普通股 2,149,449

廖勇祥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王蕾 1,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1,446,460 人民币普通股 1,446,4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一、第二大股东均为隶属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法人股东，这二位股东

与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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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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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数/本期数 年初数/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5,512,471.65 3,379,220.14 63.13% 应交税金重分类

应付帐款 231,041,407.94 350,134,922.36 -34.01%

受宏观形势和疫情影响，订单减

少，采购相应减少。

应交税费 1,453,732.59 17,736,190.81 -91.80% 营业收入下降，应交税费减少。

长期应付款 8,664,678.89 4,472,406.79 93.74% 专项科研费支出增加

专项储备 5,775,765.49 4,242,099.59 36.15% 各单位计提的安全生产费

财务费用 -2,150,218.39 -1,151,067.66 不适用 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2,565,826.58 0 100%

根据金融工具准则，确认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 -906,000.18 -2,181,918.78 不适用

准则列报格式调整。 本期计提坏

账准备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299,623.54 -1,390,140.99 不适用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

投资收益 -48,508.79 -132,589.92 不适用 参股企业亏损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1,070,007.00 3,274,135.43 不适用 本期处置资产损失

其他收益 1,252,031.11 535,986.11 133.59% 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948,946.40 704,895.21 34.62% 本期捐赠支出增加

利润总额 1,671,696.18 9,594,189.59 -82.58%

本期营业收入、处置资产损失增

加所致。

净利润 80,419.03 7,321,718.88 -98.90% 本期利润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2,557,189.34 9,435,407.12 不适用

受疫情影响，销售、回款减少，但

对供应商保持正常付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0,902.78 -50,613.33 不适用 本年支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

今年一季度汽车市场大幅下滑，公司主要子公司万江机电、永红散热器、红阳密封条

等汽车零部件业务出现28%的下滑，面对困难，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以贵阳万江航空机电有限公司为试点，开展网上和全员销售雨刮器活动，建立“微

信

商城” 开展雨刮器的直销，欢迎投资者在网上采购“贵万江” 牌雨刮，同时也希望能

成为“贵万江”雨刮的直销代理。

2、拟与中小股东进行交流，欢迎中小股东到三地企业（天津、上海、贵阳）实地参观、

考察，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

在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面对疫情，公司不论是在人力上、技术上、物资上都积极投入，攻克难关，为抗击疫情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获得了上级和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可，具体如下：

1、向贵州贫困县紫云县捐赠10台医用防护服封条机。

2、所属华阳电器分公司赶制江铃福特负压救护车的汽车组合开关。

3、公司派出5名技术人员组成维修小组，对省内口罩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进行维修。

4、所属子公司华阳电工公司完成3套医用护目镜模具研发和生产；万江机电公司完

成50台医用防护服封条机的研发生产、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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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海滨

日期 2020年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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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能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冬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吴舒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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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028,100.19 2,397,492,204.37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21,346,605.79 2,337,801,162.53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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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9,404.38 10,929,743.68 68.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5,865,847.77 43,782,854.58 -1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26,930.05 1,642,410.28 5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56,323.80 1,456,187.73 137.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108 0.071 增加0.0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3 0.0009 4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3 0.0009 44.44

注：

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8.62%，主要是报告期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和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2、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53.85%，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和

管理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加137.35%，是报告期内

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减少所致，主要是公司为抗疫助力尽社会责任的捐赠支出增加。

4、合并现金流量表的说明：本报告期期初、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与资产负债表

中货币资金余额的差额为4,200,000.00元，系扣除了不符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确认标准的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费用保证金。

5、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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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77.5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71,8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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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0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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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5.66

所得税影响额 7,753.32

合计 -929,3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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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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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5,500,173 7.1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 94,907,532 5.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徐显丰 20,760,017 1.09 无 未知

李仲平 7,682,800 0.40 无 未知

王瀚博 7,195,100 0.38 无 未知

彭金秀 7,030,710 0.37 无 未知

龙斌 6,783,000 0.36 无 未知

杨秋婷 6,780,500 0.36 无 未知

龙飞 6,093,100 0.32 无 未知

苏津生 5,827,407 0.31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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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5,500,173 人民币普通股 135,500,173

广州市仲勤投资有限公司 94,907,532 人民币普通股 94,907,532

徐显丰 20,760,017 人民币普通股 20,760,017

李仲平 7,6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7,682,800

王瀚博 7,195,100 人民币普通股 7,195,100

彭金秀 7,030,710 人民币普通股 7,030,710

龙斌 6,7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83,000

杨秋婷 6,780,500 人民币普通股 6,780,500

龙飞 6,093,100 人民币普通股 6,093,100

苏津生 5,827,407 人民币普通股 5,827,4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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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指标变动分析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注释

货币资金 203,627,378.92 325,148,137.02 -37.37

主要系本期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自有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的理财

产品

应收账款 14,882,435.58 9,180,162.89 62.12 主要系本期应收电费金额增加

其他应收款 247,816.08 44,176.91 460.96 主要系本期收到投标保证金

预收账款 12,470,350.22 2,285,750.29 445.57 主要系本期收取的本学期学费

应付职工薪酬 5,260,110.82 9,585,555.91 -45.12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计提职工薪酬

其他应付款 25,800,279.89 5,575,815.79 362.72 主要系应付2019年度股东股利

递延收益 3,452,923.50 1,721,048.81 100.6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末分配利润 -52,384,755.86 -35,930,199.12 -45.80 主要系实施2019年度股利分配方案

2、利润表指标变动分析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

注释

管理费用 7,237,104.05 10,559,896.91 -31.47

主要系本期管理费用各项支

出减少

营业外支出 1,046,000.01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为抗疫的捐赠支

出

所得税费用 1,200,531.92 453,677.09 164.62 主要系本期所得税费用增加

3、现金流量表变动分析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注释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853,073.27 4,598,915.56 -37.96

主要系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907,544.72 4,341,455.05 -79.10

主要系本期营业成本支出较

少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14,402,388.47 22,408,261.58 -35.73

主要系本期支付职工薪酬减

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6,847,670.61 2,305,878.30 196.97

主要系本期支付各项税费增

加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78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收到的与固定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730,162.48 14,558,040.42 -88.12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0,000,000.00 84,848,977.41 65.00

主要系本期加大了投资资金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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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O二O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868

证券简称： 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

2020-008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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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3月31日，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直属及控

股公司水电站累计完成发电量4,975.06�万千瓦时，同比减少27.14%。现将公司直属及控股

公司各水电站2020年第一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万千瓦时

序号 电站名称

持股比例

（%）

装机容量

（万千瓦）

2020年第一季度

发电量

2019年第一季

度发电量

同比增减

（%）

1 单竹窝水电站 100 3.4 1764.50 2,313.66 -23.74

2 坝头水电站 100 1.8 556.02 932.17 -40.35

3 丙村水电站 100 2 812.34 1,008.66 -19.46

4 三龙水电站 100 2.4 830.12 1,260.20 -34.13

5 龙上水电站 100 2.5 641.76 937.77 -31.57

6 梅丰水电站 76.28 2 316.11 320.05 -1.23

7 雁洋小水电 100 0.88 11.66 38.60 -69.79

8 新城供水 100 0.125 42.55 16.70 154.79

合计 - 15.11 4975.06 6,827.81 -27.14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O二O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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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余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夏运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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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544,830.36 844,911,601.75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3,628,811.49 672,200,237.3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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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3,848.50 25,633,675.77 -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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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70,337.25 245,254,819.58 -5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5,498.51 13,441,235.67 -9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92.71 13,357,168.74 -99.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2 2.17 减少96.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15 -9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15 -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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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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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5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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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846.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584.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63,951.13

合计 461,7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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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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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1,460,000 46.22 41,46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余丰 13,470,000 15.02 0 无 境外自然人

深圳市盛世共赢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盛世共赢一号私募

基金

3,006,241 3.35 0 无 其他

广州中之衡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3,000,000 3.3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珊 2,300,000 2.56 0 无 境外自然人

博汇源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

1,773,040 1.9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禾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139,800 1.27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盛世共赢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盛世共赢二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858,000 0.96 0 无 其他

郭翠英 843,978 0.94 0 无 境内自然人

肖禹 560,129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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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丰 13,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70,000

深圳市盛世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盛世共

赢一号私募基金

3,006,241 人民币普通股 3,006,241

广州中之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陈珊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博汇源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773,040 人民币普通股 1,773,040

上海禾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13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9,800

深圳市盛世共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盛世共

赢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58,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8,000

郭翠英 843,978 人民币普通股 843,978

肖禹 560,129 人民币普通股 560,129

张为杰 36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6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余军持有原尚投资99.40%的股权，余军与余丰为兄弟关

系，故原尚投资与余丰互为关联方。其中，原尚投资持有公司4,146.00万

股股份，占股本的46.22%；余丰持有公司1,347.00万股股份，占股本的

15.02%。

除此之外，未知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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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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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公司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去年同期减少收入137,984,

482.33元，下降幅度为56.26%；因为收入的减少直接造成公司的净利润和每股收益指标均

存在下降浮动变化较大。 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负债表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解释

货币资金 147,755,776.68 84,190,671.10 75.50% 主要是收到银行贷款所致

预付款项 16,267,788.19 23,764,362.98 -31.55%

主要是供应链贸易业务收

到货物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995,902.44 2,059,333.44 94.04%

主要是预缴企业所得税和

增值税留抵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41,000,000.00 72,000,000.00 95.83%

主要是公司银行贷款增加

所致

预收款项 268,561.83 681,772.77 -60.61%

主要是合肥子公司预收客

户仓储费确认收入所致

应交税费 1,301,210.20 4,358,302.77 -70.14%

主要是公司税前利润减少

导致所得税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3,446,000.00 -100.00%

主要是重庆原尚归还贷款

所致

专项储备 1,368,151.05 944,322.43 44.88%

主要是公司专项储备的使

用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431.44 52,222.62 -99.17%

主要是原尚佳汇结业亏损

所致

利润表报表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解释

营业收入 107,270,337.25 245,254,819.58 -56.26%

主要是疫情影响及供应链

贸易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92,868,749.38 211,540,828.38 -56.10%

主要是疫情影响及供应链

贸易成本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2,977,601.94 4,405,807.09 -32.42%

主要是疫情影响研发活动

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65,163.10 424,000.01 -37.46% 主要是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51,796.36 不适用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及计

提的坏账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2,507.43 不适用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及计

提的坏账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52.91 -43,409.45 不适用 主要是减少车辆报废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0,558.28 35,391.78 1031.78%

主要是公司收到保证金利

息所致

营业外支出 139,711.54 345,318.49 -59.54%

主要是公司赔付支出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725,164.77 2,839,231.49 -74.46%

主要是公司受疫情影响税

前利润减少导致所得税减

少

现金流量表报表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解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373,848.50 25,633,675.77 -40.02%

主要是疫情影响收回现金

流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285,027.26 -13,496,338.64 不适用

主要是因为投资活动支出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476,284.34 175,695.39 30906.10% 主要是公司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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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概述 查询索引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8-005

公司监事会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和核查意见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8-045

公司董事会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价格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8-050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8-051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8-053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9-032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暨上市流通的公告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9-041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9-044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回

购价格的公告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9-045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9-066

关于回购注销未达业绩考核目标的限制性股票并终止实施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20-014

公司应收账款逾期相关事宜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20-019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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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余军

日期 2020年4月23日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原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贵航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68

公司简称：梅雁吉祥

公司代码：

603813

公司简称：原尚股份

公司代码：

600523

公司简称：贵航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