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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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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伟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青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徐文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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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4,202,373.96 2,316,334,393.52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655,134,087.88 1,595,082,865.50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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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25,824.11 35,838,391.52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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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640,576.68 407,065,207.21 -1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8,692,826.79 55,098,669.14 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8,198,388.84 48,745,823.64 -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69 3.77 减少0.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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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6,6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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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5,3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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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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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479.88

合计 10,494,4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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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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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松 54,600,000 19.50 54,6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浙江皇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000,000 10.00 28,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绍兴多银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000,000 10.00 28,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绍兴世荣宝盛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1,000,000 7.50 21,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新荣 14,200,000 5.07 无 境内自然人

马夏坤 14,200,000 5.07 无 境内自然人

马荣芬 9,800,000 3.50 9,8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

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026,331 3.22 无 其他

金晓铮 4,200,000 1.50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3,982,21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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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荣 1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00,000

马夏坤 1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9,026,331 人民币普通股 9,026,331

金晓铮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3,982,214 人民币普通股 3,982,214

浙江恒晋同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0,000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彤源同祥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439,130 人民币普通股 1,439,13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享进取景林1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98,667 人民币普通股 1,398,66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睿郡稳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10,470 人民币普通股 1,310,470

李振华 1,301,440 人民币普通股 1,301,4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伟松、马荣芬夫妇，属

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股东皇马集团、多银多、世荣宝盛系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企业。

（3）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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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及负债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62,894,508.81 181,174,024.69 -65.29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18,135,560.27 390,968,849.31 58.10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0,248,808.30 18,031,651.60 -43.16%

主要系期末预付原

料款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53,878,735.02 30,263,531.20 78.03

主要系支付工程设

备款开具票据所致

应付账款 128,713,752.12 191,757,117.11 -32.88

主要系本期支付工

程设备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664,595.54 13,694,645.51 -44.03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

年奖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7,729,785.57 5,531,220.29 39.75

主要系其他应付款

项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54,900,000.00 /

主要系本期新增项

目贷款所致

递延收益 29,600,934.46 22,280,866.34 32.85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

府补助款

（2）收入及成本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914,008.30 2,038,217.18 -144.84%

主要系本期利息支

出减少及汇率变动

影响

其他收益 3,836,634.15 354,213.81 983.14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0,465.76 5,128,233.77 -96.68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594,875.34 2,336,753.43 267.81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059,990.00 /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75,679.90 439,904.99 -139.94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1,942.67 57,330.56 130.14

主要系本期营业外

收入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6,625,824.11 35,838,391.52 58.00

主要系本期收回款

项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9,158,255.20 -140,097,734.30 -63.57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

财产品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4,900,000.00 /

主要系本期项目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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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公司搬迁入园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8年9月3日，公司收到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关于要求搬迁入园的

函》，为推动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化工企业向园区集聚，全面提升区化工行业综

合竞争力，按照上虞区委、区政府的总体部署，公司被要求启动整体搬迁入园工作。 本次涉

及搬迁资产位于绍兴市上虞区章镇工业新区的皇马科技厂区。公司已相继将相关事项进展

公告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并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截至2020年3月31日，皇马新材料公司的建设正按照既定计划有序推进。 公司位于绍

兴市上虞区章镇工业新区的皇马科技厂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尚未开始搬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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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伟松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181

证券简称：皇马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29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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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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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

的通知》要求，现将2020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0年一季度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大品种” 板块 12,969.60 10,839.84 8,998.64

“小品种” 板块 18,557.55 18,974.44 25,262.03

合计 31,527.15 29,814.28 34,260.67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0年一季度平均售价

（元/吨）

2019年一季度平均售价

（元/吨）

变动比例

（%）

“大品种” 板块 8,301.45 8,772.98 -5.37

“小品种” 板块 13,313.72 14,387.77 -7.47

注：公司产品中，大品种板块主要包括减水剂应用板块产品；粘合剂新材料树脂板块、

有机硅应用板块、润滑油及金属加工液应用板块、环保涂料应用板块、 印染助剂应用板块、

碳四衍生物板块等其余板块产品归为小品种板块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20年一季度平均采购价

（元/吨）

2019年一季度平均采购价

（元/吨）

变动比例

（%）

环氧乙烷 6,332.41 6,746.53 -6.14

环氧丙烷 8,119.11 9,135.79 -11.13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未对

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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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义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 张思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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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53,437,346.87 17,565,529,608.07 17,565,529,608.07 -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36,510,761.00 4,525,718,954.29 4,525,718,954.29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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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66,050.97 65,541,837.72 84,053,1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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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8,927,959.23 4,621,735,842.65 510,757,943.48 -1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941,980.55 60,369,970.68 59,335,0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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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12,800.75 56,119,270.34 56,119,442.1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1.76 3.1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6 0.0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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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89,9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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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044.9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5,497.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34,055.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1,021.15

所得税影响额 -663,775.57

合计 1,870,820.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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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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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

332,441,

497

32.48 0 质押

261,500,

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东证继涵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7,404,

479

22.22 227,404,479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WING�SING���INTERNATIONAL�CO.,�LTD.

146,880,

000

14.35 0 质押

119,000,

000

境外法人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65,876 4.89 50,065,876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余润信格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525,691 3.86 39,525,691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固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马鞍山固信君瀛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715,415 2.32 23,715,41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中车绿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绿脉程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3,715,415 2.32 23,715,41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州力鼎凯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力鼎凯

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62,845 1.93 19,762,845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052,290 1.28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16,298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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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 332,441,497 人民币普通股 332,441,497

WING�SING�INTERNATIONAL�CO.,�LTD. 146,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88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052,290 人民币普通股 13,052,29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恒利三年定期开

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16,298 人民币普通股 8,516,29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3,745 人民币普通股 3,603,74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潜力价值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1,735 人民币普通股 2,231,735

华璐 1,97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1,800

陈强 1,238,532 人民币普通股 1,238,532

何德康 1,207,650 人民币普通股 1,207,650

任洪兰 1,192,550 人民币普通股 1,192,5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中的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 Wing�Sing�International�Co.,�Ltd.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义平、邬碧峰夫妇及其子

王继民控制的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其余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或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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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07,698,468.93 46,425,536.96 61,272,931.97 131.98% 注1

开发支出 51,866,505.87 79,339,498.89 -27,472,993.02 -34.63% 注2

应付票据 42,180,643.08 29,565,723.75 12,614,919.33 42.67% 注3

预收账款 - 5,983,762.77 -5,983,762.77 不适用 注4

长期借款 2,313,394,357.77 1,773,345,652.95 540,048,704.82 30.45% 注5

其他综合收益 -5,867,835.20 -64,601,622.46 58,733,787.26 -90.92% 注6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49,988,243.05 93,596,860.28 -43,608,617.23 -46.59% 注7

汇兑收益 -92,736,060.13 -4,679,608.33 -88,056,451.80 1881.71% 注8

其他收益 2,446,044.90 4,729,858.35 -2,283,813.45 -48.29% 注9

净敞口套期收益 2,683,451.63 2,020,824.17 662,627.46 32.79% 注10

信用减值损失 -704,326.90 1,074,342.96 -1,778,669.86 不适用 注11

所得税费用 -29,693,369.86 50,903,320.36 -80,596,690.22 不适用 注12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9,866,050.97 65,541,837.72 -205,407,888.69 不适用 注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3,297,362.52 -155,310,264.66 218,607,627.18 不适用 注14

注1：主要系格拉默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在3月中旬工厂关闭前预付了货款，却未

能在3月下半月收到相应货物所致。

注2：主要系研发项目已资本化转入无形资产，开发项目金额减少所致。

注3：主要系母公司对供应商付款以票据支付增加所致。

注4：主要系根据会计新收入准则，有对应合同的预收款项全部计入合同负债。

注5：主要系格拉默在2020年一季度将短期借款置换为长期借款所致。

注6： 主要系格拉默的长期应付职工薪酬对应的养老金债务评估利率与2019年12月31

日相比有所上升，故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的精算收益大幅增加。

注7：主要系宁波继烨，德国继烨于2019年一季度因对格拉默投资需要发生大量的银行

手续费，融资性保函手续费等。

注8：主要系外汇市场受疫情影响发生大幅波动，格拉默受外汇市场变动影响，从而发

生损失。 欧洲继峰由于捷克克朗兑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也发生较大汇兑损失。

注9：主要系政府补贴政策变化，2019第一季度申请的相关政策，因疫情影响未在2020

年第一季度延续。

注10：主要系2020年第一季度利率波动较大，产生的利率互换合约的结算收益增加。

注11：主要系为继峰应收账款账龄增加，0-3月账龄的应收账款金额下降，3-12月账龄

的应收账款增加。

注12：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 公司的一季度税前利润总额从2019年的盈利1.25亿变为

2020年的亏损0.91亿。 税前利润的变化导致了所得税费用的变化。

注13：主要系（1）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2020年2月中国地区工厂停工，至2020年

3月中旬，中国地区工厂恢复生产，欧洲和美国的生产工厂受疫情影响关闭，整体经营现金

流入受到影响；（2） 全球汽车行业经济下行；（3）Grammer集团为了从供应商那争取更多

的降价空间，缩短了部分供应商的付款周期。

注14：主要系（1）Grammer出于现金流需求，借入用长期借款替换短期借款，同时增加

借款以缓解现金流压力；（2）2019年第一季度德国继烨及宁波继烨出于投资需求， 发生了

较多利息费用的现金支出，2020年无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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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义平

日期 2020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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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昌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丹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赖亮良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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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65,541,305.12 21,911,851,349.31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23,043,862.78 10,275,615,667.9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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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147,983.21 884,269,018.55 -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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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2,768,819.25 7,674,623,134.35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270,786.65 223,059,480.89 -1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523,562.56 127,372,696.17 13.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2.35 减少0.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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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45,0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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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77,8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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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0,741.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57,596.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3,705.46

所得税影响额 -8,760,303.52

合计 46,747,2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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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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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1,683,749,126 77.20 0 无 0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550,867 2.46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750,069 1.68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559,747 1.08 0 未知 未知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18,098,476 0.8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13,037,477 0.60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2,736,500 0.58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5,857,718 0.27 0 未知 未知

韩国银行－自有资金 4,570,900 0.21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49,580 0.1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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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1,683,749,126 人民币普通股 1,683,749,1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550,867 人民币普通股 53,550,86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750,069 人民币普通股 36,750,06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559,747 人民币普通股 23,559,747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18,098,476 人民币普通股 18,098,476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3,037,477 人民币普通股 13,037,47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73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36,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57,718 人民币普通股 5,857,718

韩国银行－自有资金 4,570,900 人民币普通股 4,570,9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中证5G通信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49,580 人民币普通股 3,949,5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虔生先生和张洪本先生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其为兄弟关

系，张氏兄弟通过间接持股控制本公司股东环诚科技和日月光半

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从而最终实际控制本公司， 公司不了解其

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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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分析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说明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267,041.17 466,314.46 -42.73

主要系应收租赁款陆续收到现金转

回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4,157,212.48 75,321,941.98 51.56

主要系营运所需， 本期预付设备款

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78,232,770.99 46,122,432.84 69.62 主要系本期增加产业基金投入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 4,892,359.93 /

主要系碳排放权因会计政策变动调

整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4,985,395.53 3,350,545.52 48.79

主要系收到供应商的工程保证金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21,376,248.42 6,944,545.45 207.81

主要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外币报

表转换成人民币时产生汇兑利益

（2）利润表项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分析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说明

财务费用 27,849,083.39 20,380,740.88 36.64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导致汇兑损

失金额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062,093.74 3,777,210.94 431.14

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加存货跌价损失准备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604,085.13 -3,158,656.46 -80.88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客户回款转回信用减

值损失准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21,748.02 70,792,360.52 -97.85

主要系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较大导致同比变化较大

投资收益 10,609,535.41 17,097,979.25 -37.95

主要系本期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股权投

资亏损，造成投资收益较上期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957,732.50 2,209,176.11 -56.65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5,977,811.65 9,865,897.69 163.31 主要系本期认列政府补助较上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61,655.96 1,726,339.26 71.56 主要系代客户采购产生的收入

营业外支出 116,708.14 617,620.94 -81.10 主要系本期营业外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23,716,230.05 37,895,462.57 -37.42

主要系本期估列所得税费用及递延所得税

调整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442,317.52 -40,672.04 5904.91

主要系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非全资子

公司的少数股东承担经营亏损所致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14,431,702.97 -35,631,657.62 / 主要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443,046.04 1,134,935.80 -139.04

主要系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

14,982,462.37 -36,766,593.42 / 主要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3,706,181.41 -40,672.04 9012.36

主要系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非全资子

公司的少数股东承担的累计经营亏损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分析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8,147,983.21 884,269,018.55 -62.89

主要系本期应收帐款余额的期

初期末差额比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4,498,993.07 17,100,410.49 43.27

主要系处分理财产品收到现金

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408,371.01 4,522,566.85 -68.86

主要系本期处分闲置设备同比

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36,093.26 756,594.00 -95.23

主要系上期取得客户补助模具

款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79,481,892.05 96,694,084.59 85.62

主要系本期投入较多资金购买

设备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5,551,005.09 -116,130,069.49 59.78

主要系本期投入较多资金购买

设备造成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

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3,245,899.90 -39,599,529.94 / 主要系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2,091,877.76 497,022,596.87 -114.50

主要系本期经营性活动净现金

流入同比减少所致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082,640,025.18 4,606,688,796.85 32.04

主要系上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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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购买Financière� AFG� S.A.S.100%股权

公司2019年12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

Financière� AFG� S.A.S.� 89.6%股权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股

份购买协议》拟以现金约40,312.5万美元收购Financière� AFG� S.A.S.（以下简称“FAFG” ）89.6%股权，并

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ASDI持有的FAFG�剩余10.4%股权。 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FAFG100%股权已经通过美国反垄断审查、欧盟委员会反垄断审查、台湾地区公平

交易委员会反垄断审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出具《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对公司

收购FAFG10.4%股权项目已予以备案。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环旭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向ASDI� Assistance� Direction� S.A.S.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09号），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FAFG10.4%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收购FAFG100%股权于近日通过美国外国

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的外商投资审查。

公司收购FAFG100%股权事项待完成相关国家主管部门的全部报告或备案手续后，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

监会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收购的相关事宜。

2、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0年2月完成“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户的开立。 截至报告

期末，非交易过户事项尚未开始。

3、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报告期内共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2,046,150股。 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

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5,210,600股。详见公司2020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2015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2020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临2020-028）。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9年12月31日，公司股票期权的授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 具体详见公司2020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环旭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临20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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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昌益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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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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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4月24日以书面、传真及邮件方式发出。

（三）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公司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昌益先生主持召开，监事会主席石孟国先生、董事会秘书史金鹏先生、财务总

监刘丹阳先生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昌益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陈昌益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序号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陈昌益先生

魏镇炎先生、陈天赐先生、

Neng�Chao�Chang先生、钟依华先生

2 审计委员会 汤云为先生

陈昌益先生、魏镇炎先生、

储一昀先生、钟依华先生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储一昀先生

陈昌益先生、魏镇炎先生、

钟依华先生、汤云为先生

4 提名委员会 钟依华先生

陈昌益先生、魏镇炎先生、

汤云为先生、储一昀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魏镇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魏镇炎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魏振隆先生、侯爵先生、林大毅先生、陈逢达先生、刘鸿祺先生、Jing� Cao先生、李志成先生、史金鹏

先生、方永城先生、连晋阶先生担任公司资深副总经理；聘任盛元新先生、游家雄先生、邱宗义先生、林岳明先

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丹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

会一致，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史金鹏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史金鹏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陈昌益先生：1964年出生，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获

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于1994年加入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日月光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历任集团总经理室协理，集团旗下福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ASE� Test� Limited，于美国纳斯

达克挂牌上市）财务长，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集团幕僚长等职务。 现任公司董事长、日月光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曾任花旗银行（台湾）总经理助理，信孚银行台北分行副总经理。目前同时兼任台湾三商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魏镇炎先生：1954年11月出生，毕业于台湾交通大学。1979年8月加入环隆电气，历任工程部经理、成品事

业群副总、通讯产品事业群资深副总、企业服务中心资深副总、公司总经理。目前担任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职务。

魏振隆先生：1963年7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台湾东海大学企管硕士。 1987年7月加入环隆电气，历任工程

部经理、开发处处长，事业处副总，事业群资深副总、公司总经理。 目前担任公司资深副总经理职务。

侯爵先生：1956年7月出生， 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工程研究所。 曾任美国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Hospital研究员、银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环隆电气副总经理。 目前担任公司资深副总

经理职务。

林大毅先生：1963年4月出生，台湾成功大学电机系学士。 大学毕业后即在环隆电气工作，历任工程、生

产、事业处等部门主管，曾任环隆电气资讯产品事业群总经理、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环隆电气台

湾厂厂长。 目前担任公司资深副总经理职务。

陈逢达先生：1962年9月出生，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法文系。 曾任台湾声宝股份有限公司副理，环隆电气

无线网卡营运管理经理、ERP专案管理协理、全球人力资源行政管理协理等职务。目前担任公司资深副总经理

职务。

刘鸿祺先生：1956年8月出生， 毕业于台湾中原大学电子系。 曾任安讯资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工程

师、惠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理、环隆电气无线通讯产品事业部负责人。 目前担任公司资深副总经理职务。

Jing� Cao先生： 1959年7月出生，美国籍，拥有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双工程硕士学位，曾任美国敏讯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优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经理、目前担任

公司资深副总经理职务。

李志成先生：1962年8月出生，美国马里兰大学MBA学位。 曾任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副处长

职务，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担任公司资深副总经理职务。

史金鹏先生：197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士，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曾任国

泰君安证券国际业务部项目经理，西南证券上海投行部董事，长城证券投行事业部副总经理，业务三部总经

理，董事总经理。 目前担任公司资深副总经理职务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方永城先生：1964年3月出生，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毕业，机械与航空工程博士学位。 曾任虹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嘉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众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目前担任公司资深副

总经理职务。

连晋阶先生：1967年2月出生， 台湾中兴大学毕业，EMBA学位。 曾任矽品公司总经理特助兼市场主管，

Avct� and� Avct� Optical� Electronic公司营运副总，Jmex� Solutions营运副总。 目前担任公司资深副总经

理。

刘丹阳先生：1965年5月出生，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硕士。 曾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主任、金鼎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承销部副理、大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副理、倍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部副理、宝来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 目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兼财务总监职务。

盛元新先生：1958年9月出生，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及台湾大学EMBA。 曾任Eagle� Test� Systems台

湾区总经理、日月光股份副总经理、环隆电气副总经理。 目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游家雄先生：1958年12月出生，毕业于台湾交通大学，学士学位。 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邱宗义先生：1966年7月出生，毕业于台湾科技大学，工业管理硕士学位。 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林岳明先生：1965年9月出生，毕业于台湾逢甲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学士学位。 1995年加入台湾环隆电气，

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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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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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0年4月24日以书面、传真及邮件方式发出。

(三)�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公司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石孟国先生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秘书史金鹏先生列席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石孟国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一致。 石孟国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进行了充分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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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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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石孟国：1963年12月出生，台湾交通大学管理科学所硕士。 曾任羽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理财课副理、东元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副处长、东元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处长、昱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长暨发言

人、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长。 目前除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外，还担任环电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等职务。

公司代码：

601231

公司简称：环旭电子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181

公司简称：皇马科技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997

公司简称：继峰股份

转债代码：

110801

转债简称：继峰定

01

转债代码：

110802

转债简称：继峰定

02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