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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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NING、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永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顾云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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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0,412,259.90 4,093,233,573.99 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19,006,511.49 2,249,944,243.83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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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9,734.25 9,020,999.04 -1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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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873,691.30 514,882,318.96 -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523,600.97 102,601,403.43 -3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130,351.30 92,185,909.85 -32.60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 率

（%）

2.78 4.41 减少1.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8 -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8 -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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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2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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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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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877.00

合计 1,393,24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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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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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AVENUE�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

294,570,000 50.27 294,570,000 无 0 境外法人

Virgin���� Holdings�

Limited

100,000,000 17.07 100,0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舟山市宇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0,000 10.24 60,000,000 质押 37,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曾鸣 18,902,900 3.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BEST���� LINKER�

INVESTMENT�LIMITED

10,285,571 1.76 0 无 0 境外法人

BEGONIA���� GROUP�

LIMITED

2,707,100 0.46 0 无 0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53,494 0.45 0 无 0 其他

韩国银行－自有资金 2,068,300 0.35 0 无 0 境外法人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施罗德环球基金系

列中国A股（交易所）

1,896,500 0.32 0 无 0 境外法人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13,400 0.2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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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鸣 18,9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02,900

BEST���LINKER�INVESTMENT�LIMITED 10,285,571 人民币普通股 10,285,571

BEGONIA���GROUP�LIMITED 2,70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7,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53,494 人民币普通股 2,653,494

韩国银行－自有资金 2,06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8,300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罗德环

球基金系列中国A股（交易所）

1,8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6,500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1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3,400

舟山市顺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700

施罗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施罗德中国进取

股票基金

1,2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5,800

舟山市翔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RED�AVENUE�INVESTMENT�GROUP�LIMITED�和

Virgin���Holdings�Limited�是发起人股东， 其实际控制人Zhang�Ning

女士和Liu�Dong�Sheng先生为夫妻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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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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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重大变化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29,554,541.99 20,034,181.49 47.52% 预付原材料采购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957,068.61 5,350,024.05 142.19% 暂付的押金及保证金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89,933,631.10 19,506,900.18 361.03% 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0,204,738.08 82,156,049.32 70.66% 预付股权投资款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29,619.06 4,822,718.88 39.54%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预收款项 5,384,212.25 -100.00%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调

整了预收账款的列报项目

合同负债 5,637,551.65 不适用

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调

整了预收账款的列报项目

应付职工薪酬 16,448,423.96 24,999,315.57 -34.20% 年末计提的薪酬支付

应交税费 28,045,082.89 50,439,551.00 -44.40% 支付相关应交税费

专项储备 3,958,549.02 不适用 计提安全生产费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重大变化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5,459,993.13 2,828,631.31 93.03% 借款基数增加

其他收益 1,822,224.29 2,627,100.00 -30.64%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收

益减少

投资收益 16,707,390.92 -510,878.78 不适用

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取得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515,388.09 -1,241,018.91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

产价值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260,696.98 701,418.66 -62.83% 坏账准备计提减少

营业外收入 29,457.01 10,931,711.81 -99.73%

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收入减

少

所得税费用 5,834,521.71 17,560,186.31 -66.77%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

致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重大变化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279,734.25 9,020,999.04 -158.53%

主要是与经营活动相关

的现金净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16,874,468.74 -387,954,377.92 不适用

支付的投资活动款项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426,673.55 93,098,120.17 -104.75% 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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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ZHANG�NING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

603650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

2020-015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

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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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要业务板块为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相关贸易业务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及相关要

求，现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业务板块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生产量（吨） 销售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自产酚醛树脂 18,681.06 19,245.49 32,203.71

自产其他产品 4,105.44 4,560.88 5,037.96

贸易类产品 3,112.00 8,415.95

二、主要化工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2020年1-3月公司主要化工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0年1季度平均售价（元/吨）

2019年1季度平均售价（元/

吨）

增减变动比例（%）

自产酚醛树脂 16,733.12 16,856.32 -0.73

自产其他产品 11,046.03 13,251.82 -16.65

贸易类产品 27,043.52 18,169.71 48.84

（二）2020年1-3月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采购均价（元/吨）

增减变动比例（%）

2020年1季度 2019年1季度

苯酚 6,474.54 7,725.02 -16.19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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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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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平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魁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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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7,590,492.54 4,803,053,249.61 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02,858,295.72 2,568,502,744.57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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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63,537.70 -109,780,437.92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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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501,805.79 345,036,022.58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17,036.14 35,878,011.14 -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497,871.92 30,472,988.46 -1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85 减少0.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5.12 7.02 减少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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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9,7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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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0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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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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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00.86

所得税影响额 -1,398,772.63

合计 8,019,1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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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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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100,035,000 22.67 100,035,000 100,035,00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68,640,000 15.56 68,640,000 68,640,000 无 0

国有法

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50,581,000 11.46 50,581,000 50,581,000 无 0

国有法

人

西安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767,000 6.97 30,767,000 30,767,000 无 0

国有法

人

西安天汇科技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28,639,000 6.49 28,639,000 28,639,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陕西省成长性企业引导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成长性

新兴产业股权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00,000 4.53 20,000,000 20,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光大金控（上海）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16,380,000 3.71 16,380,000 16,380,000 无 0

国有法

人

陕西省成长性企业引导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陕西成长性

新材料行业股权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6,000,000 3.63 16,000,000 16,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陕西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500,000 1.47 6,500,000 6,500,000 无 0

国有法

人

荆涛 5,580,000 1.26 5,580,000 5,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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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文娟 448,070 人民币普通股 448,070

汪德善 443,994 人民币普通股 443,994

魏志洪 329,932 人民币普通股 329,932

林一维 28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400

郭阿曼 268,802 人民币普通股 268,802

张晓芳 259,743 人民币普通股 259,743

冯亦林 256,848 人民币普通股 256,848

卢静琴 231,434 人民币普通股 231,434

赵甫涛 227,565 人民币普通股 227,565

林建华 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六名股东陕西成长性新兴产业股权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第八名持股股东陕西成长性新材料行业股权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的不同产品。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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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50,432,490.08 19,776,266.21 155.02

主要为公司支持主要供应商复

工复产增加了原材料预付款所

致。

其他应收款 3,540,687.49 1,741,329.72 103.33

主要为公司员工备用金增加与

应收租赁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395,940.18 25,041,898.83 81.28

主要为期末公司预付设备款和

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897,118,500.00 661,054,400.00 35.71

主要为公司筹措资金偿还即将

到期借款， 临时增加短期借款

所致。

预收款项 164,067,573.28 -100.00

主要为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

将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所

致。

合同负债 178,311,288.84 - 不适用

主要为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

将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所

致。

应交税费 29,328,851.26 10,134,093.74 189.41

主要为期末公司应交增值税增

加所致。

长期借款 409,960,000.00 299,960,000.00 36.67

主要为公司筹措资金偿还即将

到期借款， 同时调整长短期借

款结构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548,845.44 763,594.68 -171.88

主要为公司本期按权益法确认

的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减少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47,001.82 -1,350,482.50 184.93

主要为公司期末确认的理财产

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所

致。

少数股东损益 -2,613,241.01 -289,030.35 -804.14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聚能磁体与

聚能高合亏损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185,072.01 -19,109,401.95 179.46

主要为公司本期购买的理财产

品支出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3,555,759.94 95,052,547.52 250.92

主要为公司本期筹措资金偿还

即将到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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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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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平祥

日期 2020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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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牟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牛义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豪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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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3,618,180.72 3,519,163,869.63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64,876,420.37 1,179,532,108.87 -1.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37,194.48 5,417,083.40 -2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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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647,223.86 221,778,987.94 -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670,019.88 1,505,700.85 -1,07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769,639.38 3,432,813.25 -471.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5 0.14 减少1.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402 0.0041 -1,080.4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402 0.0041 -1,0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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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6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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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4.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185,00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70

所得税影响额 -168.00

合计 -1,900,3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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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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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73,449,220 20.15 0 无 0 国有法人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66,770,883 18.32 0 无 0 国有法人

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61,578,420 16.89 0 无 0 国有法人

罗文禄 4,385,900 1.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罗明光 3,215,682 0.8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仙桃市千秋学校 2,750,086 0.75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942,100 0.53 0 无 0 未知

王正 1,936,00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成平 1,930,00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

海开源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828,159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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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73,449,220 人民币普通股 73,449,220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66,770,883 人民币普通股 66,770,883

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578,420 人民币普通股 61,578,420

罗文禄 4,385,900 人民币普通股 4,385,900

罗明光 3,215,682 人民币普通股 3,215,682

仙桃市千秋学校 2,750,086 人民币普通股 2,750,0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

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2,100

王正 1,9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6,000

王成平 1,9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嘉鑫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28,159 人民币普通股 1,828,1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

1822万股除财产性权利（收益权、处置权、配股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全部

委托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行使；

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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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变动分析表 单位：

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额 变动比率 变化原因

应收账款 115,982,409.68 75,965,496.48 40,016,913.20 52.68%

本报告期期末数较期初数

增加， 主要是本期应收电

费及应收光伏补贴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

酬

11,706,788.30 18,517,140.17 -6,810,351.87 -36.78%

本报告期期末数较期初数

减少， 主要是本期支付年

度绩效工资所致。

其它流动负

债

1,059,227.13 3,737,101.35 -2,677,874.22 -71.66%

本报告期期末数较期初数

减少， 主要是本期待转销

项税转出并缴纳所致。

（1）利润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额 变动比率 变化原因

营业利润 -9,367,197.83 9,785,918.21 -19,153,116.04 -195.72%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

少， 主要是受电价政策性

下调和疫情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93,394.61 230,062.62 -136,668.01 -59.40%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

少， 主要是上年同期电费

滞纳金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1,990.00 603,797.89 -541,807.89 -89.73%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

少， 主要是上年同期罚款

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1,633,378.40 3,056,838.94 -1,423,460.54 -46.57%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

少， 主要是本期利润减少

所致。

（1）现金流量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额 变动比率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237,194.48 5,417,083.40 -12,654,277.88 -233.60%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

少， 主要是本期经营付现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5,008,636.98 23,824,811.07 61,183,825.91 256.81%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

加， 主要是本期固增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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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6日，公司（原告）就与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良宾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良宾停止侵权、返

还财产，将侵占公司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5000万股股权及其孳息、配送股、转增股、已分配红利返

还公司。 2019年8月30日，公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初52号之二，该案

需以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复议之诉为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详见公司于2012年1月

16日披露的《关于追偿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2-001号），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披

露的《涉及诉讼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1号），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26号）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川凉山中院” ）在执行（2008）川刑终字第

811号刑事判决过程中，裁定冻结记载于涪陵投资集团名下的5000万股华西证券股份及收益，后涪陵

投资集团于2019年3月向四川凉山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四川凉山中院于2019年4月作出裁定，驳回了涪

陵投资集团的异议请求。 后涪陵投资集团向四川省高院提起了复议申请；经四川省高院审查后认为原

执行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并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川执复170号执行裁

定，将该案发回四川凉山中院重新审查。 2020年1月14日，公司收到四川凉山中院就涪陵投资集团在该

院提起的执行异议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19）川34执异13号，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川34执恢

15号执行裁定；二、解除对重庆市涪陵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及收

益的冻结措施。 公司不服四川凉山中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于2020年1月17日通过四川凉山中院向四川

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复议申请书》，请求四川省高院撤销四川凉山中院（2019）川34执异13号执

行裁定，继续冻结涪陵投资持有的华西证券股份及收益。 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诉

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1号），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2号）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公司近日收到四川省高院（2020）川执复43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截至报告日，民事诉讼程序尚

处于中止状态。 该案件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无法准确判断本诉讼事项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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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客观政策性调控和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存在下滑的风险。 一是公司销售电价

持续承压，国家政策多次下调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清理取消部分规费项目，对公司经营业

绩持续形成重大影响。 二是受环保政策的影响，网内季节性负荷基本关停，其他用电负荷增量也远低

于省内平均水平。 三是受下泄生态流量政策影响，网内自有及并网小水电发电出力不足，丰余枯缺矛

盾更加严重，存在外购大网电量同比大幅上升，带动购电成本上升。

公司名称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牟昊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505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2020-017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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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

决董事13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一致通过：《2020年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505

证券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2020-018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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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

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一致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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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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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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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树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美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秦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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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9,656,865.47 4,859,452,593.95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30,931,075.55 3,207,493,644.26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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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31,700.55 -34,361,0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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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955,807.75 384,434,673.12 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858,359.58 101,050,102.91 2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871,476.84 100,029,632.85 16.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3 3.82 减少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9 20.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29 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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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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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1,2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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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6,436.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69,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881,769.42

合计 4,986,88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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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化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0,000,000.00 300,000,000.00 -33.33%

主要系本期末持有的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减少所

致。

应收款项融资 4,722,376.82 7,904,324.26 -40.26% 主要系本期使用应收票据结算减少所致。

存货 610,811,036.13 460,791,109.02 32.56%

主要系公司产销量增加原材料及库存商品相应增

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89,815.39 1,724,424.26 32.79% 主要系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088,796.28 5,463,736.28 121.26% 主要系公司采购设备预付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 1,344,613.50 -100.00%

主要系抵销后净额列示在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所

致。

（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化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6,420,333.75 6,174,435.41 -203.98% 主要系汇率变动造成的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401,216.00 474,752.99 827.0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4,343,639.63 3,883,734.67 269.33%

主要系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及银行理财收益增

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466,445.78 -2,269,214.1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余额减少， 减值准备相应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3,000,000.00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用于抗击新冠病毒提供捐款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化及原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9,731,700.55 -34,361,043.16 不适用

主要系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增幅大于购买原材料

支付的现金增幅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910,810.86 -48,686,837.8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及到期收回理财产品净额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211,036.56 150,899,834.83 -138.58%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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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树根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3650

公司简称：彤程新材

公司代码：

603338

公司简称：浙江鼎力

公司代码：

688122

公司简称：西部超导

公司代码：

600505

公司简称：西昌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