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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公司代码：

688159

公司简称：有方科技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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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银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银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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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570,255.74 988,246,574.50 3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915,712,202.61 512,682,353.13 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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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52,885.48 15,778,846.24 -7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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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14,005.47 160,911,326.54 -2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633,019.08 15,441,187.96 -16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783,431.41 13,847,278.73 -177.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3 3.55 减少4.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3 -147.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3 -147.8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15.23 7.56 增加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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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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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9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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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112.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7.77

所得税影响额 -203,013.94

合计 1,150,412.33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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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情况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5,375,438.35 10,000.00 2753654.38% 主要系本期新增结构化存款所致

预付款项 24,113,482.27 6,862,073.88 251.40%

主要系本期加大主要原材料备货

所致

存货 266,608,566.75 200,758,143.39 32.80%

主要系考虑新冠疫情对材料市场

的影响，本期加大主要物料备货所

致

其他应收款 19,739,832.63 14,348,592.84 37.57%

主要系部份发行费用在本期期末

未收到进项发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04,856.57 4,851,907.22 50.56%

主要系本期增加预付许可使用费

所致

预收款项 3,095,062.52 -100.00%

根据新收入准则重分类至 “合同

负债”

合同负债 6,077,587.37 -

根据新收入准则期初余额重分类

影响

应交税费 1,867,377.93 7,085,047.87 -73.64%

主要系本期收入相对减少，增值税

也相应减少，同时本期亏损，无新

增企业所得税所致

其他应付款 2,773,610.96 4,270,564.11 -35.05%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期末已计提

费用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8,161,972.88 5,085,793.45 60.49%

主要系本期期末待开发票销项税

额增多所致

股本 91,679,495.00 68,759,495.00 33.33%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所

致

资本公积 671,991,540.38 282,248,671.82 138.08%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所

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情况 说明

营业收入 114,714,005.47 160,911,326.54 -28.71%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部分订单延后

提货以及本期订单有所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88,357,577.00 11,771,8941.27 -24.94%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成本相应减

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316,673.08 568,318.42 -44.28%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税金及附加

也相应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8,620,578.71 4,129,653.4 108.75%

主要系销售人员逐步增加，人员薪

酬、销售服务、差旅费同比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10,143,982.55 8,283,801.06 22.46%

主要系管理人员薪酬和办公费用

同比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7,472,020.81 12,157,400.64 43.72%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人

员逐步增加，人员薪酬、研发材料

费、测试费等同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754,975.33 799,449.96 119.52%

主要系汇率变动和利息支出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1,798,945.47 3,673,694.43 -51.03%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和增值税退

税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76,674.24 302,327.10 -41.56%

主要系本期末部份结构化存款未

到期，理财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75,438.35

主主要系本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06,218.23 -2,095,395.43 -114.61%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款较多，期末应

收账款和坏帐准备余额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03,075.90 -1,797,244.47 -33.06%

主要系本期末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金额相对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10,497,601.62 17,337,143.42 -160.55%

主要系本期收入相对减少，费用较

高所致

利润总额 -10,498,209.39 17,340,052.24 -160.54%

主要系本期收入相对减少，费用较

高所致

所得税费用 -865,190.31 1,898,864.28 -145.56%

主要系本期亏损，递延所得税资产

增加所致

净利润 -9,633,019.08 15,441,187.96 -162.39%

主要系本期收入相对减少，费用较

高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情况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0,852,885.48 15,778,846.24 -739.17%

主要系考虑到今年原材料市场的

波动情况，公司上年末和本期均增

加原材料备货，采购支出相应大幅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2,336,798.48 -39,685,224.65 -636.64%

主要系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结构化存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3,466,331.45 26,045,871.16 1487.45%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收到募集资

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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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慷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公司代码：

603488

公司简称：展鹏科技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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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培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茂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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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991,563.89 998,434,454.10 -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93,931,757.53 887,110,314.12 0.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315,943.92 -8,451,779.86 -1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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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89,448.89 60,372,285.13 -2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977,659.26 8,875,639.86 -3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805,871.28 9,640,750.97 -50.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67 1.06 减少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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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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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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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4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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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3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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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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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06.03

合计 1,171,7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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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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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培荣 34,520,000 16.52 34,320,000 质押 8,210,000 境内自然人

奚方 26,719,680 12.79 26,719,680 无 境内自然人

丁煜 23,022,370 11.02 23,022,370 质押 11,000,000 境内自然人

常呈建 14,491,000 6.94 14,391,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一农 13,157,980 6.30 13,057,980 无 境内自然人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320,000 3.9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共青城新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976,936 2.38 0 无 未知

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920,590 1.8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诸暨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80,000 1.8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培良 3,845,40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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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20,000

共青城新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76,936 人民币普通股 4,976,936

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920,590 人民币普通股 3,920,590

诸暨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80,000

金培良 3,8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5,400

谭富明 1,923,911 人民币普通股 1,923,911

李霞 1,916,352 人民币普通股 1,916,352

宋传秋 1,611,090 人民币普通股 1,611,090

李光宇 1,552,068 人民币普通股 1,552,068

欧阳诚 1,478,126 人民币普通股 1,478,1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金培荣、奚方、丁煜、常呈建、杨一农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

人；浙江如山、杭州如山、诸暨鼎信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金培荣为金培

良的哥哥；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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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6,647,218.93 435,345,457.95 -84.69

本期末暂时闲置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9,809,825.49 178,345,913.31 185.85

本期末暂时闲置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724,361.28 6,460,964.07 -42.36

年初余额中包含应

发2019年度奖金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2,289,448.89 60,372,285.13 -29.95

本期受新冠病毒疫情影

响， 销售较上年度同期减

少

投资收益 254,408.61 0.00 100.00

去年同期闲置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还都未到期，

暂无投资收益

3.1.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15,000,000.00 0.00 100.00

上年同期闲置资金购买的

理财产品还未到期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

金

2,182,221.91 0.00 100.00

上年同期闲置资金购买的

理财产品还未到期， 暂未

产生投资收益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7,258,930.00 978,094.00 1,664.55

本年购入土地使用权，计

入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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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培荣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488

证券简称：展鹏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21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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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披露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经公司事后检查，对报告及其摘要中“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更正如下：

更正前：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

更正后：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10,790。

除以上更正内容外，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公告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公司代码：

600138

公司简称：中青旅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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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康国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卫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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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8,688,998.65 16,436,703,099.78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94,894,057.45 6,592,202,921.37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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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411,769.45 75,238,463.55 3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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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25,042.22 2,542,757,730.59 -5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770,736.83 64,092,9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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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468,450.85 55,127,012.2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07 1.041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32 0.088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32 0.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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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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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6,217.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9,146.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51,601.54

所得税影响额 -3,977,755.42

合计 8,697,7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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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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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 124,305,000 17.17 0 无 国有法人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36,201,171 5.00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3,666,675 4.65 0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124,500 3.06 0 无 国有法人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475,000 2.83 0 无 国有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2,670,853 1.75 0 无 其他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753,715 1.49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86,340 0.95 0 无 其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

红－018L－FH001沪

5,899,922 0.82 0 无 其他

颜翠英 5,615,494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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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 124,3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305,00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36,201,171 人民币普通股 36,201,17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3,666,675 人民币普通股 33,666,67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1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24,500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4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75,0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2,670,853 人民币普通股 12,670,853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753,715 人民币普通股 10,753,71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86,340 人民币普通股 6,886,34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沪

5,899,922 人民币普通股 5,899,922

颜翠英 5,615,494 人民币普通股 5,615,4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与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 （原中

国青旅集团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同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青创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青旅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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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01亿元，同比减少52.7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亿元。 针对本次疫情对居民旅游消费造成的持续性影响，及旅游消费未

来可能发生的结构调整，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各版块业务、人员平稳过渡。

旅行社业务方面，公司自1月24日、1月26日分别暂停国内、出境组团业务后，第一时间与境内外航

空公司、邮轮等供应商协调争取第三方服务退改，并本着与客户风险共担的原则，针对出行受到影响

的游客提出“改期无损选择权” 服务，争取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同时，公司根据疫情走向快速启动国内

旅游业务规划，加大城市周边游、自驾游等质优价美主题产品的研发，全力以赴挖掘各项业务机会。

整合营销业务方面，因部分项目受疫情影响延期或取消，报告期内中青博联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幅

度较大。 为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影响，中青博联聚焦价值创造，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一方面重点加强与客

户远程沟通，确保原有项目改期落地；另一方面围绕数字化转型，推出包含品牌发布会、产品推介会、

学术研讨会、论坛峰会、经销商会议、互动培训等功能的线上会议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强化数字营销和

线上会展产品研发，寻找科技赋能的创新业务增长点。

景区业务方面，乌镇、古北水镇受疫情影响自1月25日起暂停开放，一季度乌镇游客人次同比下降

82.97%，营收同比下降78.99%；古北水镇游客人次同比下降78.15%，营收同比下降68.65%。停业期间，

景区在严控成本费用、争取各项产业复苏帮扶政策的同时，积极优化营销方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特

色预售产品套餐，联合互联网企业合作开展直播活动，推出云游景区在线体验产品，保持乌镇和古北

水镇在疫情期间市场热度和品牌影响力不减。 目前，乌镇东栅已于2月26日恢复开放，乌村于2月28日

恢复开放，乌镇西栅于4月15日恢复开放，古北水镇4月23日恢复开放。恢复开放期间，景区通过实行严

格的人流管控制度、全面开展网络实名制预约购票、推行智能设备防疫监测等，多举措保障游客和员

工安全。 同时，基于长期以来会展小镇和智慧景区的打造，重新开放后的西栅景区融合线上线下游览

服务，传统店铺均可实现网上支付、自助叫车、自助办理入住，手机可获取精准步行导航、明星语音导

游、一键定位，充分满足当前游客对智能化、无接触和更加便捷的需求。

酒店业务方面，受疫情及人员限流等防控措施影响，报告期内山水酒店营业收入降幅约50%。针对

疫情对酒店行业带来的变化，一方面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为抗击疫情发挥作用，其中位于武

汉的湖北中青旅山水酒店及武汉山水爱斯酒店被指定为援鄂医疗队的住宿服务酒店； 另一方面公司

积极探索长期疫情影响下的创新业务模式，根据居民餐饮消费率先复苏趋势，开拓共享厨房、送餐等

业务，根据企业复工差旅需求及隔离政策，推出“全净化客房” ，为客户打造安全、经济的住宿空间，不

断提高服务水平，夯实市场口碑。

策略性投资方面，创格科技因部分客户受疫情影响延缓采购及物流影响，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

伴随复产复工步伐加快，正逐步恢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能力。 中青旅大厦继续为公司带来持续稳定的

租金收入和利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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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率（%） 说明

货币资金 1,327,903,708.03 1,003,059,183.80 32.39 注1

预收款项 1,024,805,838.25 注2

合同负债 1,073,997,487.28 注2

应付职工薪酬 187,402,541.01 322,738,569.07 -41.93 注3

应交税费 137,576,586.04 260,672,857.57 -47.22 注4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率（%） 说明

营业收入 1,201,225,042.22 2,542,757,730.59 -52.76 注5

营业成本 1,058,471,240.18 1,933,228,950.54 -45.25 注5

投资收益 -56,856,379.68 -15,231,301.00 注6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 333,411,769.45 75,238,463.55 343.14 注7

说明：

注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主要是回收应收款及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注2：预收账款及合同负债科目余额变化系根据新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进行

的调整。

注3：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2019年已预提的年终奖。

注4：应交税费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业务减少及支付2019年税金。

注5：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同比降低系受疫情影响，公司旅游相关业务收入大幅降低所致。

注6：投资收益同比降低主要系合营企业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本期利润受疫情影响降低所

致。

注7： 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较同期增加主要系疫情后公司加大应收款收款力度及预付款项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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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光大银行联合设立光大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2亿元与光大银行共同发起

设立光大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筹）的议案》。 2018年1月，财政部批复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青旅

集团公司100%国有产权划转至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集团”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作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法人。

2018年12月，光大消费金融公司另一家发起人发生变动，公司拟与光大银行、王道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注册资本为10亿元，其中光大银行出资6亿元，持有60%股权；

王道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亿元，持有20%股权；公司出资2亿元，持有20%股权。 该事项于2018

年12月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020年1月，公司收到光大银行转交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16号），同意光大银行在北京市筹建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临2017-037号、2018-045号、临2020-002号公告。

2020年3月，公司认缴的2亿元已实际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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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事件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滑较大。 随着公司景区运营、整合营销、国内旅游及酒店业务的逐步恢复，以及营销推广、产品创新

等举措的逐步落地实施，公司各板块业务量正在逐步回升，但整体业务规模和销售收入尚难在短期内

实现重大突破。 预测2020年上半年，公司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很大程度下滑并有可能发生亏

损。

公司名称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康国明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138

证券简称：中青旅 编号：临

2020-018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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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公司2020年度风险偏好方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38

证券简称：中青旅 公告编号：临

2020-019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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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因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次会议通过通讯方式召开并进行表决，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送达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审核意见为：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在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审核过程中， 未发现参与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

工作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公司代码：

603860

公司简称：中公高科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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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常成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龚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学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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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848,289.56 755,278,845.33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30,226,874.04 640,768,611.08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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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79,133.99 -24,670,2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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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8,776.53 33,127,051.58 -6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41,737.04 2,399,924.78 -53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268,156.64 1,536,968.19 -833.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0.40 减少2.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4 -5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4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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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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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6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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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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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91.69

合计 726,4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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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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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30,832,000 46.24 30,832,000 无 0 国有法人

赵怀志 5,000,000 7.50 5,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玉利 5,000,000 7.50 5,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1,668,000 2.50 1,668,000 无 0 国有法人

赵延东 1,275,000 1.9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华德 799,491 1.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安德 795,500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强 425,000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边庄力 425,000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梅家华 422,000 0.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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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延东 1,2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5,000

张华德 799,491 人民币普通股 799,491

张安德 7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500

李强 4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000

边庄力 4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000

梅家华 4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000

张秀莲 3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7,500

程珊珊 380,6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600

宁波波导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

朱红兵 285,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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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59,385,955.75 166,281,619.50 55.99 理财产品收回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0 125,000,000.00 -100.00 理财产品收回所致

应收票据 0 548,000.00 -100.00 到期兑现所致

预付款项 8,715,073.29 6,233,897.81 39.80 备产采购原材料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401,379.77 5,054,797.17 85.99

本年增加主要为预缴企业所得

税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457,722.83 17,203,830.47 -79.90

主要为本年支付上年年终奖所

致

应交税费 910,404.48 7,893,457.76 -88.47 主要为本年支付上年税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0,778,776.53 33,127,051.58 -67.46 疫情影响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0,861,161.47 18,325,082.18 -40.73 疫情影响收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67,938.49 -458,628.46 -41.58 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641,726.13 94,731.51 577.42 主要为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235,315.41 -344,927.76 258.14 计提应收款坏帐准备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8,775.98 433,733.88 -145.83 本期亏损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20,786,402.00 31,111,133.66 -33.19 疫情影响销售收款减少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559,266.48 303,258.61 84.42 增值税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006,058.13 1,544,176.83 -34.85 上年保证金收回较多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540,824.13 6,042,960.37 -41.41

上年保证金和差旅费支出较多

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086,260.27 94,731.51 1046.67 理财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62,790.03 11,122,821.12 -90.44

疫情影响本期子公司霸州项目

建设支出较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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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常成利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860

证券简称：中公高科 公告编号：

2020-025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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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至全体董事。 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公高科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中

公高科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召开通知时间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