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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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文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瑞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蒋瑞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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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980,093.58 2,136,782,340.16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06,656,535.96 1,897,603,655.2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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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53,031.41 -131,239,183.79 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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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42,519.07 185,718,494.50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22,765.99 7,503,828.72 3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691,925.34 5,101,401.33 -8.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0.87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2.05 19.12 增加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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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3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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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8,896.13 募集资金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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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00 为新冠肺炎疫情捐赠41万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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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412.28

合计 5,530,8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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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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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源华创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30,976,000 57.60 230,976,0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文源 56,516,940 14.09 56,516,9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州源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481,000 8.10 32,481,0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源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481,000 8.10 32,481,0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茜 8,445,060 2.11 8,445,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志伟 447,260 0.11 0 0 无 0 未知

化冰 201,199 0.05 0 0 无 0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8,568 0.05 0 0 无 0 国有法人

赵中礼 164,989 0.04 0 0 无 0 未知

高乐忠 159,953 0.04 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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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志伟 447,260 人民币普通股 447,260

化冰 201,199 人民币普通股 201,19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8,568 人民币普通股 188,568

赵中礼 164,989 人民币普通股 164,989

高乐忠 159,953 人民币普通股 159,953

王文义 149,945 人民币普通股 149,945

陈宁 149,480 人民币普通股 149,480

郭向荣 146,204 人民币普通股 146,204

贝芳英 146,039 人民币普通股 146,039

王志林 132,654 人民币普通股 132,6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文源、张茜系夫妻关系，苏州源华创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陈文源和张

茜控制的企业，苏州源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源奋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陈文源控制的企业。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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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类项目分析

单位：人民币 元

合并报表科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说明

应收账款 526,749,795.96 589,377,903.52 -10.63% 主要为收回客户赊欠到期货款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719,999.39 14,150,422.63 -66.64%

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收回现金及背书转让

所致

预付款项 12,487,550.50 5,240,143.96 138.31% 主要是公司预付材料备货款

存货 234,575,046.35 193,637,598.29 21.14%

主要为公司根据在手订单备库生产， 增加材料采

购额及在制品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490,766.22 8,173,747.45 40.58% 主要为预缴的税费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6,025,370.38 4,572,817.52 31.76% 主要为公司厂内未完成装修工作所致

无形资产 44,456,361.12 32,600,006.39 36.37% 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新增土地使用权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28,987.42 3,497,698.53 -90.59% 主要为摊销费用分摊完成所致

预收款项 不适用 779,550.75 -100% 根据会计准则调整

合同负债 2,217,344.67 不适用 100% 根据会计准则调整

应交税费 3,704,581.51 16,797,818.22 -77.95% 主要为公司缴纳完成上月税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98,238.91 350,298.07 270.61% 主要为公司增加一些零星采购未付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分析

单位：人民币 元

合并利润表科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 -5,047,530.00 2,809,541.21 -279.66% 主要为公司外币资产增值形成汇兑收益所致

投资收益 1,507,884.71 416,735.42 261.83% 主要为公司募集资金理财收回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801,011.42 542,880.00 784.36% 主要为募投理财的公允价值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5,128,817.31 -627,230.58 -917.69% 主要为公司应收款收回减少了坏账准备所致

三、营业利润 13,645,897.73 10,407,092.07 31.12% 主要为公司汇兑收益、投资收益及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加：营业外收入 607,356.80 313,602.33 93.67% 主要为公司收到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410,000.00 100.00% 主要为公司疫情期间捐赠增加所致

四、利润总额 13,843,254.53 10,720,694.40 29.13% 主要因素为营业利润变动因素所致

五、净利润 10,222,765.99 7,503,828.72 36.23% 主要因素为营业利润变动因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单位：人民币 元

合并现金流量表科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453,031.41 -131,239,183.79 -125.49% 主要为公司应收款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577,989.68 -48,487,525.99 -72.00% 主要为公司减少了厂房建设资金支出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0.00 -53,021,604.16 -100.00%

主要为公司资金较为充裕，减少了银行贷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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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分别于2019年12月6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年3月6日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0年3月24日的2020年第一次临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公司拟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李齐花、 陆国初持有的苏州欧立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公司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中水

致远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欧立

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最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收益法评估

结果，欧立通在评估基准日2019年11月30日评估值为104,070.00万元，较母公司账面净

资产21,103.72万元， 增值82,966.28万元， 增值率393.14%； 较合并口径账面净资产21,

095.19万元，增值82,974.81万元，增值率393.34%。本次交易公司拟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

交易各方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为104,000万元。 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对

价的70%，即72,80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30%，即31,200万元。 同时，公司拟

通过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

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总

股本30%。

公司于2020年3月25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并于2020年3

月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苏州华兴源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 知》（上证科审 （并购重组）

〔2020〕1号）。 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

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本次报告出具前，公司已经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科审（并购重组）【2020】2

号”关于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问询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

逐项落实后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反馈问询回复，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有关材料报送

至上交所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经上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注册，能否通过审核

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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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文源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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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安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总经理项兴初、财务负责人

陶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立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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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98,673,389.49 43,854,515,954.50 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600,215,123.45 12,952,281,752.31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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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557,615.72 28,555,592.60 -6,8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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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0,144,509.16 14,633,422,045.89 -3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950,605.61 64,635,922.21 -65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8,687,000.81 -34,133,017.6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0.50 减少3.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3 -7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3 -7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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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3,1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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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35,4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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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247.6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26,8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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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1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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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2,902.98

所得税影响额 -12,934,593.66

合计 72,736,3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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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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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77,671,822 25.23 无 国有法人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4,355,512 7.10 无 国有法人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84,745,762 4.48 无 未知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79,827,136 4.22 无 未知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73,726,895 3.89 无 国有法人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126,177 2.28 无 未知

申万菱信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

信托·博荟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3,120,177 2.28 无 未知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35,955,190 1.90 无 未知

合肥实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33,877,932 1.7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昀沣9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1,738,038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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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77,671,822 人民币普通股 477,671,822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4,355,512 人民币普通股 134,355,512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84,745,762 人民币普通股 84,745,762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79,827,136 人民币普通股 79,827,136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73,726,895 人民币普通股 73,726,895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126,177 人民币普通股 43,126,177

申万菱信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信托·博荟13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43,120,177 人民币普通股 43,120,177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35,955,190 人民币普通股 35,955,190

合肥实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33,877,932 人民币普通股 33,877,932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昀沣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738,038 人民币普通股 11,738,0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与合肥实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存

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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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增长113.7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用于背书转让的

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较期初下降99.53%，主要系支付的商业承兑汇票已到期终止确

认所致；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长56.36%，主要系应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长60.65%，主要系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较期初增长32.96%，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下降32.91%， 主要系上期末计提职工薪酬兑现所

致；

应交税费较期初下降40.71%，主要系各项税费缴纳所致；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7.68%，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公司汽车

销量下滑所致；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33.85%，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公司汽车

销量下滑所致；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下降33.30%，主要系本报告期发生的各项税费较

少所致；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67.06%，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原部分销售

费用如送车费、运输费等根据新收入准则在成本核算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46.81%，主要系本报告期合营、联营企业净利

润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88.49%，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77.70%，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减值准备减

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同期下降64.95%，主要系本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

利得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9.43亿元，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降幅大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降幅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87亿元，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

结构性存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31亿元，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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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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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安进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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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松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重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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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0,054,724.45 5,174,448,925.40 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0,327,755.29 2,268,132,381.05 3.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728,141.19 -43,259,5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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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728,765.74 1,275,445,336.61 -3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878,240.12 195,150,074.75 -6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04,694.20 13,027,067.64 4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0 9.16 减少6.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31 0.4468 -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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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3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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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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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98,371.9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66,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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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34.22

所得税影响额 -16,089,746.61

合计 48,173,5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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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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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18,278,355 49.97 0 无 国有法人

陈子晖 2,738,900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程秀花 2,221,160 0.5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钟斌 2,170,100 0.5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064,372 0.47 0 无 国有法人

董学挺 1,940,000 0.44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立志 1,771,350 0.4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秀杰 1,605,000 0.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1,570,937 0.36 0 无 国有法人

杨文炯 1,356,000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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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18,278,355 人民币普通股 218,278,355

陈子晖 2,738,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8,900

程秀花 2,221,160 人民币普通股 2,221,160

钟斌 2,17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0,100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064,372 人民币普通股 2,064,372

董学挺 1,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0,000

王立志 1,771,350 人民币普通股 1,771,350

刘秀杰 1,6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5,000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1,570,937 人民币普通股 1,570,937

杨文炯 1,3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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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变动比例（%）

1 其他流动资产 13,204,866.94 9,209,993.51 43.38

2 短期借款 356,761,162.81 200,746,436.35 77.72

3 应付职工薪酬 30,196,628.25 70,787,863.00 -57.34

序号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4 营业收入 801,728,765.74 1,275,445,336.61 -37.14

5 营业成本 714,246,196.23 1,157,701,584.94 -38.30

6 财务费用 -729,043.36 1,862,272.66 -139.15

7 投资收益 37,609,287.81 320,053.30 11,650.95

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5,774,744.66 247,075,698.95 -89.57

9 所得税费用 23,089,665.28 70,568,167.58 -67.28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878,240.12 195,150,074.75 -65.73

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2,728,141.19 -43,259,571.40 不适用

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699,124.17 -1,793,797.43 不适用

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917,591.16 35,727,789.42 328.01%

1、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43.38%，是因为报告期末待抵扣税

金较年初有所增加；

2、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77.72%，是因为报告期内因业务需要，

加大了外部融资金额；

3、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了57.3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

司发放了2019年末预提的绩效薪酬；

4、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7.14%，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经济形

势对进出口及内贸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5、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38.31%，主要是因国内外经济形势

对收入的影响，成本随之减少；

6、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59万元，主要是因为人民币继续

贬值，较上年同期相比，产生了一定的汇兑收益；

7、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729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司出售

部分华安证券股票，确认了金融资产处置收益；

8、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89.57%，是因为上年同期

报告期末持有的华安证券股价较年初股价有大幅度增长；

9、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67.28%，是因为上年同期持有的

华安证券股票股价较年初有大幅度增长，计提了相应的递延所得税

费用；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65.73%，主

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持有的华安证券股票产生了较大的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49亿元，主

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大量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支付了到期票据款；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32亿元，主

要是因为公司出售华安证券股票，收回了较大金额的投资款；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28.01%，主

是因为报告期内因业务需要，加大了外部融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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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松

日期 2020年4月27日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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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丁宏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峥嵘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秋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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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637,128.18 1,210,397,370.70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1,834,615.60 820,720,210.08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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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46,444.58 3,443,057.24 9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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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54,440.48 147,910,340.41 1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49,530.52 20,597,099.90 3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543,855.68 19,399,900.71 -4.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2.69 增加21.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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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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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0,9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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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71.1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232,821.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518,648.50

合计 8,605,6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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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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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6,471,817 50.7 0 质押 37,074,2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

司

10,521,919 5.0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丁伊央 4,210,700 2.0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叶建芳 2,500,000 1.1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何增茂 1,669,760 0.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永祥 1,420,000 0.6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克明 1,088,000 0.5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北京中油高盛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

888,200 0.42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郦月红 878,900 0.4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董国忠 800,797 0.3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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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6,471,817 人民币普通股 106,471,817

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 10,521,919 人民币普通股 10,521,919

丁伊央 4,2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4,210,700

叶建芳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何增茂 1,669,760 人民币普通股 1,669,760

吴永祥 1,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0,000

杨克明 1,0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8,000

北京中油高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8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888,200

郦月红 878,900 人民币普通股 878,900

董国忠 800,797 人民币普通股 800,7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系实际控制人控股企业；丁

伊央系实际控制人之女。 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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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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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备注

货币资金 409,423,308.95 282,306,879.86 45.03 主要系闲置资金理财略有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5,996,629.59 65,664,553.36 -14.72 主要系应收款回收速度加快所致

应收账款 131,977,603.93 131,481,152.34 0.38 应收账款同比没有较大变化

存货 140,620,237.87 143,638,841.97 -2.10

主要系加强存货管控， 存货周转速度加快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6,081,551.79 158,128,654.02 -51.89 主要系闲置资金理财略有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55,167,096.48 38,697,486.61 42.56 主要系泰国子公司增加新的厂房及设备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50,489.53 1,112,061.00 183.30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项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63,576,229.44 71,694,046.43 -11.32

主要系增加了银行票据的比例， 减少电汇

占比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167,006.76 13,230,752.44 -38.27 主要系疫情影响复工延迟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1-3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3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备注

营业收入 163,354,440.48 147,910,340.41 10.44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销售费用 9,197,545.56 8,504,583.14 8.15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管理费用 14,407,671.92 10,888,057.44 32.33 销售规模扩大，管理费用略有增加

研发费用 3,440,742.53 3,057,295.67 12.54 继续增加在研发产品，创新的投入

财务费用 1,118,638.12 2,332,999.59 -52.05 主要系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75,879,585.89 151,065,340.54 16.43 系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92,557,390.56 94,451,282.73 -2.01 采购所产生的现金同比没有较大变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8,965,606.37 -106,721,236.61 164.62

主要系集团整体生产设备及基建投资同比

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5,208,012.22 2,633,931.11 97.73 泰国子公司所得税率调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346,444.58 3,443,057.24 926.60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 应收款回收加快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494,486.52 -1,605,395.60 1812.63 主要系闲置资金理财略有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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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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