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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489

公司简称：八方股份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98

公司简称：邦宝益智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733

公司简称：北汽蓝谷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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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清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蔚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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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700,786.54 2,286,545,596.14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053,544,323.82 1,982,718,959.1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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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6,106.89 24,756,099.34 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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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281,795.49 319,029,163.19 -2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1,257,816.02 83,385,802.70 -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889,647.90 82,213,362.33 -14.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3 17.51 减少13.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93 -36.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93 -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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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163.72

收到与公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并

计入当期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7,547.17 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782.21

所得税影响额 -241,760.56

合计 1,368,1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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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数

本期期初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说明

其他应收款 8,483,820.51 2,757,520.80 207.66%

主要是子公司苏州戈雅贸易有限公司

未收到的退税款所致

在建工程 28,800,347.99 18,798,185.16 53.21%

主要是公司新厂房建设的投入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6,560,193.40 14,643,772.66 -55.20%

主要是上年计提的年终奖当期发放所

致

长期应付款 32,433,210.44 100.00%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拆迁补偿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70,537.17 -38,085.83 -1,135.47%

主要是子公司八方波兰的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所致。

销售费用 7,540,289.55 11,594,920.54 -34.97%

主要是由于销售收入下降，销售费用相

应减少

管理费用 10,478,815.89 7,068,953.32 48.24%

主要是母公司的职工教育经费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1,902,200.32 4,207,605.26 -145.21% 主要是汇率变动的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230,000.00 100.00%

主要是当期收到的与经营相关的政府

补助

投资收益 257,547.17 821,851.28 -68.66%

主要是当期理财产品未到期，未收到理

财产品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246,969.57 100.00% 当期未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营业外收入 1,422,381.51 557,750.27 155.02% 主要是当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多

营业外支出 300,000.00 100.00% 主要是当期的捐赠支出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432,451.34 -280,557.07 -54.14%

主要是子公司八方波兰的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006,106.89 24,756,099.34 69.68% 主要是收到的政府拆迁补偿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2,324,552.88 -3,157,911.34 -8,206.90% 主要是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支出较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支付股东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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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清华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489

证券简称：八方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0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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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产品提供方：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西银行” ）

●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产品名称、期限：

序号 产品提供方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产品期限

1 江西银行 定期存款 8,000 6个月

合计 8,000 —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6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一、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公司本次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

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闲置自有资金。

（三）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定期存款，期限未超过12个月，不涉及证券投资，未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

券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为目的及无担保债权为投资标的银行理财或信托产品。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

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现金管理，控制相关风险。

（四）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产品提供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年利率

江西银行 银行定期存款 ——— 8,000 3.4%

预计利息（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36 6个月 保本固定收益 无 — 否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2020年4月29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8,000万元在江西银行进行了定期存款，具体如下：

（1）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整

（2）年利率：3.4%

（3）期限：6个月

（4）到期日：2020年10月29日

（二）现金管理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用于在江西银行进行定期存款。

（三）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在江西银行进行定期存款，总金额为8,000万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额度范围，期限未超过12个月，银行提供本金保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会对公司正常的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现金管理额度范围。 在额度范围内，由董事

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及协议，具体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实施。 公司财务部筛选信誉好、规模大、资金安全

性高、运作能力强的银行所发行的流动性较高、安全性较好的产品。 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动向，及时

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相关风险。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公司将严格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现金管理产品提供方的情况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H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1916，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3月31日

/2020年1-3月

资产总额 228,654.56 234,570.08

负债总额 30,382.66 29,21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8,271.90 205,35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51.77 4,200.61

注：2019年度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本次进行现金管理涉及的资金总额为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2020年3月31日）货币资金的比例约为

14.03%。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造成重大

影响。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将通过利润表“财务费用”科目对利息进行核算。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进行定期存款，银行提供本金保证，但考虑到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环境、财政及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

可能因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等因素影响而引起收益波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

2019年12月6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股东大会

2019年12月26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监事会

2019年12月6日，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闲

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4、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0 15,000.00 136.50 —

2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0 — — 20,000.00

3 银行定期存款 26,000.00 — — 26,000.00

合计 61,000.00 15,000.00 136.50 46,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6,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3.2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42

目前已使用的闲置自有资金理财额度 46,000.00

尚未使用的闲置自有资金理财额度 14,000.00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额度 60,000.00

特此公告。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489

证券简称：八方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1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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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天津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2020-018号公告。

一、全资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八方（天津）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了天津市静海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MA070M2A8J

名称：八方（天津）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天津静海北环工业区东兴道5号

法定代表人：陈波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7日

营业期限：2020年4月2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科技中介服务；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机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

造；助动车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电池销售；家用电器

研发；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八方（天津）电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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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锭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吟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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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884,301.06 1,040,050,229.50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47,827,660.73 740,213,816.1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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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025.22 2,772,947.46 -47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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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76,971.81 140,406,762.61 -3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613,844.54 23,752,295.08 -6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06,236.60 20,606,317.57 -6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2 3.45 减少2.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3 0.11 -72.7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3 0.11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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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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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48.17 政府补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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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08.71 捐赠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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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52

合计 -392,3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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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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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公司 83,956,210 28.33 0 质押 44,236,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邦领国际有限公司 81,381,348 27.46 0 质押 56,390,000 境外法人

汕头市中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458,480 6.9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郑泳麟 9,253,677 3.1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4,844,960 1.63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林少珠 2,300,000 0.7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何文彬 2,140,000 0.72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小明 1,386,000 0.4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锦旗 1,363,012 0.4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方丹丹 1,340,00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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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公司 83,956,210 人民币普通股 83,956,210

邦领国际有限公司 81,381,348 人民币普通股 81,381,348

汕头市中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458,480 人民币普通股 20,458,480

郑泳麟 9,253,677 人民币普通股 9,253,677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4,844,960 人民币普通股 4,844,960

林少珠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何文彬 2,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0,000

陈小明 1,3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6,000

张锦旗 1,363,012 人民币普通股 1,363,012

方丹丹 1,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邦领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东吴锭辉、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

公司的股东：吴锭延、吴玉娜、吴玉霞，以上四人是一致

行动人关系。

②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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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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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

预付账款 28,196,598.47 17,080,790.88 65.08% 主要系预付客户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19,539,862.49 11,368,039.83 71.88% 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所致

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87,876,971.81 140,406,762.61 -37.41% 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58,317,412.64 91,720,552.48 -36.4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480,078.14 1,194,848.06 -59.8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435,510.92 866,835.79 65.60%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利息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7,075,866.82 11,044,600.59 -35.9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减少引起运费

相应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92,784.01 4,068,850.01 -95.2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贴收入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597,508.74 367,700.00 62.50% 主要系报告期内捐赠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09,375.28 4,271,515.91 -52.96%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减少所致

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412,025.22 2,772,947.46 -475.49%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商品、 提供劳

务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379,170.00 -838,974.16 -302.77%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增加

支出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519,971.69 -1,236,952.71 -669.63%

主要系报告期内向银行借款减少所

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3,374,524.15 664,994.94 -3,614.99%

主要系报告期内向银行借款减少以

及货款回收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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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医用护目镜项目

2020年初，全球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导致防护物资紧缺，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广东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一级响应期间对医用口罩等防控急需用品实施特殊管理的补充通知》以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

商省财政厅出台的“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用品(具)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扩大生产的奖励政策” ，支持具有转换条

件的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快速转成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乳胶手套等生产企业。

公司在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的精密模具开发技术优势以及精密注塑生产技

术优势，迅速启动“护目镜项目”并研发制造出多款防护用品。 其中，经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并完成备案后，医用防护隔离

眼罩、医用隔离面罩已获得国内、欧盟以及美国的认证资质，具备生产、销售该药用级别产品的资格，目前已远销海外。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第163号）、《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0〕11

号）等相关规定，分别于2020年2月21日、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对发行对象的

数量、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发行的决议有效期等进行修订。 目前该修订方案已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

尚需履行法定程序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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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锭辉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398

证券简称：邦宝益智 公告编号：

2020-031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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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8日（周五）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网址为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0754-88118320）、传真（0754-88209555）或电

子邮件（bb@banbao.com）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4�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召开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将针对

2019年度的经营情况、财务指标及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说明会定于2020年5月8日(周五)下午 15:00－16: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网络平台（http:

//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进行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人员包括：

董事长、总经理：吴锭辉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欣明先生

财务总监：李吟珍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为了做好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工作，本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

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以在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0754-88118320）、传真（0754-88209555）或

电子邮件（bb@banbao.com）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2020年5月8日（周五）下午15:00-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

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史望

电话：0754-88118320

传真：0754-88209555

邮箱：bb@banbao.com

特此公告。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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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徐和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小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晓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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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03,679,

637.62

59,135,758,

100.05

59,135,758,100.05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961,546,

670.26

17,384,686,

547.91

17,384,686,547.91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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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7,189,

669.62

-2,895,927,

351.18

-2,820,564,

9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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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666,852,497.32 3,555,227,316.40 3,127,143,446.66 -5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860,074.02 21,092,077.91 33,764,949.49 -2,14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6,981,646.44 21,399,780.89 21,399,780.89 -2,328.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89 0.1222 0.1990

减少2.6311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33 0.0061 0.0098 -2,121.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33 0.0061 0.0098 -2,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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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2,8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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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9,084.5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6,899,999.81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571,895.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5,764.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745.14

所得税影响额 -7,190,546.28

合计 46,121,5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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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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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033,221,

469

29.57

1,033,221,

469

无 - 国有法人

北汽（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218,433,267 6.25 218,433,267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7,257,434 5.36 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1,397,500 4.91 0 无 - 国有法人

深圳井冈山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28,347,257 3.67 0 质押

128,347,

257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星网工业园有限公司 114,712,892 3.28 0 无 - 国有法人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05,269,045 3.01 105,269,045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105,269,045 3.01 105,269,045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弘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国轩高科新能源汽车

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1,220,234 2.90 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人

置悦（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4,032,021 2.41 0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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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信石信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257,434 人民币普通股 187,257,434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1,39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397,500

深圳井冈山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347,257 人民币普通股 128,347,257

北京星网工业园有限公司 114,712,892 人民币普通股 114,712,892

北京弘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国轩高科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1,220,234 人民币普通股 101,220,234

置悦（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4,032,021 人民币普通股 84,032,021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58,791,070 人民币普通股 58,791,07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57,636,363 人民币普通股 57,636,363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7,636,363 人民币普通股 57,636,363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0,610,116 人民币普通股 50,610,1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北汽 （广州） 汽车有限公司

42.63%股权，合计控制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44.75%股权。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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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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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739,937,379.98 1,273,408,085.28 -41.89 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及背书转让所致

其他应收款 84,122,077.03 61,783,792.06 36.16 主要系押金、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4,185,772.79 64,721,777.95 30.07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6,335,642,

466.80

9,731,786,309.69 -34.90 主要系到期应付票据兑付所致

预收款项 - 363,304,598.65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实行财政

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新收入准则，将

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款调入合同负债，

不调整比较报表所致

合同负债 352,793,759.94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实行财政

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新收入准则，将

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款调入合同负债，

不调整比较报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2,067,237.22 280,638,457.39 -77.88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放2019年12月计提的

应付职工绩效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143,598,319.22 242,629,720.14 -40.82 主要系缴纳各项税费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651,715,

946.98

1,201,681,418.60 37.45 主要系超短融资券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90,177,922.48 202,635,257.47 -55.50 主要系本期计提售后服务费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359,342,165.54 267,302,030.81 34.43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增资所致

3.1.2利润表情况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66,852,

497.32

3,555,227,

316.40

-53.12

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销量同比下

滑所致

营业成本

1,640,662,

562.74

3,144,013,

768.94

-47.82

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销量同比下

滑所致

税金及附加 6,882,465.53 26,018,271.10 -73.55 主要系公司印花税及附加税费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19,457,431.66 309,008,622.27 -61.34 主要系公司广宣费、售后服务费等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31,925,434.47 69,915,659.82 88.69

主要系公司自行开发无形资产摊销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184,809,188.72 82,489,922.11 124.04 主要系公司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8,478,985.43 13,903,391.83 32.91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损 失以

“－” 号填列）

20,640,091.36 14,074,019.17 46.65 主要系公司结构性存款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

以“－” 号填列）

15,937,500.89 204,841,695.14 -92.22 主要系坏账准备转回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

以”－” 号填列）

21,255,672.15 -178,437.11 不适用 主要系存货跌价准备转销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

以“－” 号填列）

-1,516,440.56 -321,185.31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676,432.06 1,738,819.48 -61.10 主要系供应商索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64,737.15 7,785.05 2,016.07 主要系公司营业外款项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54,304,087.77 -5,827,957.48 不适用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情况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57,189,

669.62

-2,895,927,

351.1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3,740,370.97

-2,946,917,

972.76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结构性存款支出

净额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51,619,779.88 3,692,365,889.32 15.15 主要系公司融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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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麦格纳合作全新开发的ARCFOX高端品牌首发车型α-T，于2020年4月22日开始接受预订；子公司北汽蓝谷麦格

纳汽车有限公司完成α-T产品的生产导入准备，开始试生产。

与北京奥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多个城市推进换电业务发展，探索车电（池）分离商业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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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累计净利润将可能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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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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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蓝谷”或“公司” ）九届十五次董事会于2020年4月21日以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预通知，于2020年4月23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徐和谊召集并授权董事马仿列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董事对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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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政策

进行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4）。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同意《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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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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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蓝谷”或“公司” ）九届十三次监事会于2020年4月21日以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预通知，于2020年4月23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8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萧枭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7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监事对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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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的编制过程提出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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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泄漏报告信息的行为。

同意《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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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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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一、 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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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准则当年年

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根据财政部上述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重述比较报表数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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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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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会计政策变更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审议意见如下：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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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调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

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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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九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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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