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371

■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公司代码：

603260

公司简称：合盛硅业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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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罗立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雅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冬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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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900,719,533.79 17,490,511,040.28 17,387,078,713.51 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750,495,868.32 8,514,558,804.95 8,498,105,964.23 2.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0,196,941.86 202,585,119.50 205,749,953.85 8.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859,113,389.18 2,441,933,658.58 2,441,933,658.58 -2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9,333,578.21 402,193,916.00 402,317,325.76 -3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42,103,140.76 342,128,837.74 342,252,247.50 -2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89 4.95 4.95

减少2.06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7 0.43 0.43 -37.2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7 0.43 0.43 -37.21

2020年1月，公司分别以1,151.70�万元、329.06万元、164.53�万元的价格从石河子市融创达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石河子市景行企业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受让宁波合盛新材料有限公司的70%、20%、10%的股权。

公司已于2020年2月支付股权款，宁波合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3月办妥工商变更登记。该事项属于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本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原则，对上年同期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

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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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3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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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6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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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5,9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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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7.38

所得税影响额 -479,356.29

合计 7,230,4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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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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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546,647,073 58.28 546,647,073 质押 141,079,22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富達實業公司 113,413,472 12.09 0 无 0 境外法人

罗燚 57,302,631 6.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罗烨栋 57,302,631 6.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临沂祉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6,174,400 2.79 26,174,4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美勤（香港）有限公司 8,400,000 0.90 0 无 0 境外法人

临沂方融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340,320 0.6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合盛硅业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

3,775,954 0.40 0 无 0 其他

宁波统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88,000 0.2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2,091,283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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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達實業公司 113,413,472 人民币普通股 113,413,472

罗燚 57,302,631 人民币普通股 57,302,631

罗烨栋 57,302,631 人民币普通股 57,302,631

美勤（香港）有限公司 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

临沂方融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340,320 人民币普通股 6,340,320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员工持股计划

3,775,954 人民币普通股 3,775,954

宁波统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8,00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2,091,283 人民币普通股 2,091,28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瑞阳股债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68,355 人民币普通股 2,068,35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94,674 人民币普通股 1,694,6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与临沂祉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受罗立国实际控制，罗燚、罗烨

栋分别为罗立国的女儿与儿子，罗立国、罗燚、罗烨栋同为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的股

东，因此上述股东中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临沂祉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罗燚、罗烨

栋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前十名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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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截止报告期末，合盛集团质押股份数量为119,659,220股，冻结股份数量为21,42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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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数 期初数

变 动 幅

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02,945,963.81 308,154,015.86 30.76% 主要系销售货款回笼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40,000.00 1,096,000.00 -87.23% 主要系票据到期托收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367,379,166.01 196,258,032.22 87.19%

主要系本期销售货款回笼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224,114,020.75 86,777,089.53 158.26% 主要系银行开立的票据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 163,060,825.58

-100.

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原

报表列报项目销售商品及与提供

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 调整至

“合同负债”项目列报所致；

合同负债 289,820,533.21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原

报表列报项目销售商品及与提供

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 调整至

“合同负债”项目列报所致；

其他应付款 16,796,624.10 75,865,476.93 -77.86%

主要系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

加子公司期初追溯调整所致

长期应付款 201,875,224.79 307,674,035.30 -34.39% 主要系本期归还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 动 幅

度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收益 7,842,187.22 70,593,073.75 -88.89%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所致

投资收益 -5,464,561.67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票据

贴现费用重分类至此科目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826,659.35 2,113,889.71

-375.

64%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7,389,815.78 2,276,233.07 224.65%

主要系超账龄应付款转入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4,032,337.38 2,486,666.96 62.16% 主要系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4,936,590.25 100,032,912.91 -75.07% 主要系利润减少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 动 幅

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0,196,941.86 202,585,119.50 8.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5,040,903.25 -300,787,821.60 不适用

主要系购置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216,814.93 -96,077,954.7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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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立国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3815

公司简称：交建股份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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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3.3�公司负责人彭小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施秀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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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3,129,633.25 4,939,405,071.93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7,034,043.07 1,085,277,433.8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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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235,712.66 -621,482,6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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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272,296.10 412,247,630.58 -2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89,494.67 17,121,623.26 -2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04,559.55 16,821,079.27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2.18 减少0.9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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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0.86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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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2,003.00

建筑业“事后奖补” 及“首发

上市成功”奖、“稳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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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33.3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3,101.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620.38

所得税影响额 -831,851.84

合计 2,484,9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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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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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74,293,290 54.97 274,293,290 质押 63,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16,000,000 3.21 16,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俞发祥 15,729,100 3.15 15,729,1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5,000,000 3.01 15,000,000 无 0 其他

安徽安华基金投资有限公

司

15,000,000 3.01 15,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4,000,000 2.81 14,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安徽金牛国轩新能源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2,000,000 2.40 12,000,000 无 0 其他

黄山市为众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8,690,000 1.74 8,690,000 无 0 其他

俞水祥 7,294,930 1.46 7,294,93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7,000,000 1.40 7,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安徽华柏利永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7,000,000 1.40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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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钧 4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459,3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30,654 人民币普通股 430,654

杨帆 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

王可龙 222,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900

宋芳 21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700

陈晓玲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深圳市君如资产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君如木兰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谢筱蕾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王立东 17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400

吴剑平 17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俞发祥系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发祥与俞水祥

系兄弟关系；祥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黄山市为众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国

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系同受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制的企业。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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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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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32,536,243.63 783,928,131.96 -32.07% 系支付工程款项所致

应收票据 18,229.48 -100% 系票据兑付所致

预付账款 45,993,527.31 5,754,143.63 699.31% 系购买材料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存货 29,327,401.51 764,601,689.55 -96.16

系按新准则将已完工未结算资产调整至

“合同资产” 科目所致

合同资产 763,156,269.64� 不适用

预收款项 113,114,087.18 -100%

系按新准则将收取的工程动员预付款等

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科目列示所致

合同负债 149,132,996.34� 1,667,416,281.80 不适用

3.1.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1,874,021.18 146,962.45 1175.17% 主要系本期新建项目缴纳耕地占用税所致

管理费用 12,554,733.98 19,315,749.16 -35.00% 主要系疫情期间发生费用减少所致

利息费用 11,459,536.60 4,864,894.76 135.56% 系借款余额增加利息费用增长所致

投资收益 600,000.00 -100.00% 上期为取得联营或合营企业收益

营业外收入 3,219,662.50 71,440.82 4406.75% 系本期收取政府补助增长所致

营业外支出 5,316.47 715.50 643.04% 主要系对外捐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096,633.26 5,918,284.21 -30.78% 系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931,438.42 298,439.82 -412.10% 系投资的子公司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590,569.23 48,713,319.03 -65.94%

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留抵增

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6,534,362.86 92,056,595.26 -38.59%

主要系当期支付的保证金

较上期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5,235,712.66 -621,482,647.4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PPP项目公司

投资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净额

2,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资产处

置现金流入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832,736.49 1,527,113.06 -45.47%

系收到的利息收入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32,736.49 3,527,113.06 -76.39%

主要系本期未处置资产以

及收到的利息收入减少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201,921.31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购买固

定资产现金流出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01,921.31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购买固

定资产现金流出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32,736.49 1,325,191.75 -37.16%

主要系收到的利息收入减

少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吸收少

数股东投入资产现金流入

所致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47,100,000.00 400,000,000.00 -63.23%

主要系当期银行借款较上

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7,100,000.00 415,000,000.00 -64.55%

主要系当期银行借款较上

期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归还的

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0,884,175.55 4,864,894.76 123.73%

主要系当期借款利息支出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944,175.55 24,864,894.76 -35.88%

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银行

借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1,155,824.45 390,135,105.24 -66.38%

主要系当期银行借款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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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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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小毛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6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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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和通讯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

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李强以通讯方式参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先宽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

一、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核并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备查文件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7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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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屈晓蕾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

一、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审核并通过如下事项：

审议通过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关于《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 同意《安徽省交

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确认《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二、备查文件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88208

公司简称：道通科技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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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红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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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269,268.35 1,507,188,965.68 8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23,478,110.29 1,165,169,758.44 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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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25,301.99 39,372,628.57 2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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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941,697.28 246,940,839.71 1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655,131.45 43,248,944.48 4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4,107,802.48 37,981,649.09 68.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5 4.09 减少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5 0.11 36.3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5 0.11 36.3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16.35 13.92 增加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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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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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8,8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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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1,9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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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25.7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55,133.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00,872.10

合计 -2,452,671.0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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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李红京 169,745,000 37.72 169,745,000 169,745,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深圳市道合通达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44,010,000 9.78 44,010,000 44,01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李宏 28,125,000 6.25 28,125,000 28,125,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7,640,000 3.92 17,640,000 17,64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平阳钛和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6,600,000 3.69 16,600,000 16,6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兼固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深

圳兼固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

14,056,200 3.12 14,056,200 14,056,2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市达晨创丰股权

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13,150,000 2.92 13,150,000 13,15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达孜熔岩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平潭熔岩新

战略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760,000 2.39 10,760,000 10,76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浙江海宁嘉慧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00,000 2.36 10,600,000 10,6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

度德瑞股权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0,486,000 2.33 10,486,000 10,4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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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宏斌 338,973 人民币普通股 338,973

陈萍 291,168 人民币普通股 291,168

陈振丰 271,708 人民币普通股 271,708

陈勇元 160,496 人民币普通股 160,496

杨浩成 152,811 人民币普通股 152,811

李婷娟 151,126 人民币普通股 151,126

施佳 149,201 人民币普通股 149,201

林海光 123,394 人民币普通股 123,394

陈炎城 121,566 人民币普通股 121,566

郑州光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20,087 人民币普通股 120,0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达晨创泰、达晨创恒、达晨创瑞、达晨创丰均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达晨财信实际控制人均为电广传媒（股票代码000917.SZ）。达

晨创丰、 达晨创泰、 达晨创恒、 达晨创瑞、 达晨财信分别持有公司2.92%、

1.50%、1.47%、1.20%、0.28%股份，合计持有道通科技7.37%股份。 另外，五星

钛信、平阳钛和、温州钛星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高毅辉（为五星钛信实际控制人

之一），其分别持有公司1.31%、3.69%和1.02%的股份，合计持有公司6.02%的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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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51,793,656.01 346,126,444.29 348.33%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募集资金

应收票据 2,672,184.52 8,319,701.51 -67.88%

主要系本期末部分应收票

据到期承兑所致

应收账款 216,922,157.30 252,812,019.37 -14.20%

主要系本期加强应收账款

管理，本期客户回款大于本

期销售额

预付款项 62,009,770.78 35,469,610.15 74.83%

主要系本期备货预付的材

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5,000,000.00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新增非流动金

融资产投资

应付账款 119,535,727.06 89,641,475.56 33.35%

主要系原材料采购增加所

致

预收款项 - 6,293,184.63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对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合同负债 3,745,081.11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对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

应交税费 3,480,907.30 5,874,771.18 -40.75%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减

少

资本公积 1,146,177,501.51 95,972,947.25 1094.27%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资本公积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增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594,347.74 4,077,370.89 -36.37%

主要系本期内应交增值税

下降，税金及附加减少

研发费用 43,733,238.55 31,939,192.96 36.93%

主要系本期内增加研发投

入所致

财务费用 -12,650,182.33 22,362,979.11 -156.57%

主要是本期内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贬值，汇兑收益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7,738,8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内外汇远期交

易产品产生投资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

以“－”号填列）

-981,885.73 -2,721,579.72 -63.92%

主要系本期末应收账款下

降，信用损失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

以“－”号填列）

-491,349.99 -327,383.79 50.08%

主要系本期末存货增加，存

货跌价增加

所得税费用 12,821,131.90 4,453,410.02 187.89%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增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1,725,301.99 39,372,628.57 259.96%

主要系本期内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92,416,260.00 不适用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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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红京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88208

证券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19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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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3日以邮件、电话

或其他通讯方式送达至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下午15: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伟

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

的规定；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等事项；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过程中， 未发现公司参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

告正文》。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

2020-014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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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04月22日以短信和邮件送达

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04月28日上午9:30在公司三楼高层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

应到9人，实到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立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

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的

要求，公司应当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务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修订后的收入准则将现行的收入和

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对于包含多

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无实质影响，不会

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

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

2020-015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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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04月22日以短信和邮件方式

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20年04月28日上午10时30分在公司三楼高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聂长虹女士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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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变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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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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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0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

2020-016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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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号—化工》及相关要求，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现将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0�年1-3月 2020�年1-3月 2020年 1-3月

生产量（吨） 销售量（吨） 销售金额（万元）

工业硅 129,458.93 83,914.55 91,276.78

110生胶 36,232.67 22,723.01 36,224.32

107胶 21,194.46 19,502.01 30,222.88

混炼胶 6,280.66 5,416.23 8,647.33

环体硅氧烷 44,734.10 5,360.78 8,753.33

气相法白炭黑 2,299.00 1,207.99 1,717.49

注1、上述销售量为全部对外销售数量，未包含公司自用量。

注2、自用量分别为工业硅33,715.48吨、110生胶3,970.37吨、环体硅氧烷39,549.15吨、气相法白炭黑158.27吨。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0年1至3月平均价格（元/

吨）

2019年1至3月平均价格（元/

吨）

变动比率（%）

工业硅 10,877.35 10,242.66 6.20

110生胶 15,941.69 17,096.25 -6.75

107胶 15,497.31 16,021.28 -3.27

混炼胶 15,965.59 16,557.54 -3.58

环体硅氧烷 16,328.47 20,161.73 -19.01

气相法白炭黑 14,217.72 21,129.51 -32.71

2020年1-3月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下降明显，其中气相法白炭黑平均售价同比下降32.71%；环体硅氧烷平均售价

同比下降19.01%。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20年1至3月 2019年1至3月

变动比率（%）

平均价格（元/吨） 平均价格（元/吨）

矿石 326.83 203.41 60.68

石油焦 1,160.87 1,772.69 -34.51

硅厂煤 566.96 679.79 -16.60

电厂用煤 233.72 230.22 1.52

甲醇 1,600.89 2,202.76 -27.32

氯甲烷 3,119.46 1,949.86 59.98

白炭黑 5,934.21 5,972.16 -0.64

注 1： 2020年1-3月主要原材料价格同比变动如下：矿石平均采购单价同比上涨60.68%；氯甲烷平均采购单价同比

上涨59.98%；石油焦平均采购单价同比下降34.51%；甲醇平均采购单价同比下降27.32%。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所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