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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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一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霞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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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624,301.60 1,899,543,403.04 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33,905,730.08 1,635,751,987.46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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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71,483.58 -69,537,961.04 -12.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3,147,887.19 97,061,216.80 -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46,257.38 769,3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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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5,147.96 562,037.3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0.18% 减少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5 0.005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5 0.0053 不适用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7.84% 20.26% 增加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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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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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1,4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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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2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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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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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493.15

合计 3,258,8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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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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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青一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0 41.32 80,000,000 80,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波天准合智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0,298,000 20.82 40,298,000 40,298,000 无 0 其他

苏州科技城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6,400,000 3.31 6,400,000 6,400,000 无 0

国有法

人

杨纯 3,230,000 1.67 3,230,000 3,23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元禾华创（苏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苏州疌泉致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000 1.55 3,000,000 3,000,000 无 0 其他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67,000 1.48 2,867,000 2,867,000 无 0

国有法

人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贰号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290,000 1.18 2,290,000 2,290,000 无 0 其他

苏州金沙江联合二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0,000 0.95 1,840,000 1,840,000 无 0 其他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453,600 0.75 1,453,600 1,936,000 无 0

国有法

人

上海斐君铱晟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20,000 0.73 1,420,000 1,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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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军 706,174 人民币普通股 706,174

袁秀玲 440,878 人民币普通股 440,878

凌文娟 440,434 人民币普通股 440,434

李恒涛 214,424 人民币普通股 214,424

董连兴 206,670 人民币普通股 206,67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博颐精选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201,526 人民币普通股 201,526

付惠录 190,867 人民币普通股 190,867

陆维生 168,623 人民币普通股 168,623

鲍大萌 1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

谢永华 149,254 人民币普通股 149,2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苏州青一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苏州青一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天准合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为同一实际控制人徐一华先生控制的企业； 3、公司未知流通股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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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款项：增加446.94万元，增幅221.48%，主要系采购额增加导致预付款增加。

2、其他应收款：增加93.60万元，增幅69%，主要系本期员工备用金增加所致。

3、存货：增加8,781.78万元，增幅35.45%，其中包括在产品7,554.65万元，主要系根据本期在手订单

情况进行生产的在产品及相关原材料增加。

4、其他流动资产：增加753.41万元，增幅245.68%，主要系所得税应退税金额增加所致。

5、长期待摊费用：增加45.57万元，增幅123.70%，主要系本期软件服务费增加所致。

6、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283.74万元，增幅79.53%，主要系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7、交易性金融负债：增加74.52万元，增幅48.74%，主要系购买银行远期结售汇产品产生的损失。

8、应付账款：增加4,055.14万元，增幅34%，主要系根据本期在手订单情况进行采购导致期末应付账

款增加。

9、预收款项：减少3,692.86万元，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原计入“预收款项” 的预收商品销售

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列报。

10、合同负债：增加6,615.20万元，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原计入“预收款项” 的预收商品销售

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列报。

11、应付职工薪酬：减少969.37万元，降幅44.38%，主要系年初余额里包含未发放的年终奖所致。

12、应交税费：减少55.40万元，降幅39.20%，主要系本期期末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公司营业收入为9,314.79万元，同比减少4.03%，净利润为-184.63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存在

季节性波动，2016-2019年各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分别为-808.51万元、-1,175.44万元、179.01万元、76.94

万元，均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情况符合公司业务的季节性，不存在异常。

2、税金及附加：减少240.89万元，降幅77.11%，主要系本期境内销售额减少以及本期进项同比增加所

致。

3、研发费用：增加627.35万元，增幅31.91%，主要系是本期研发人员增加导致研发相关人工薪酬增

加，以及研发项目领用材料增加所致。

4、财务费用：减少1,681.45万元，降幅732.85%，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71.35万元，增幅2,252.15%，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远期宝产品损失所致。

6、信用减值损失：增加89.72万元，增幅520.25%，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收入：增加23.01万元，增幅685.67%，主要系本期收到苏州市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稳岗补

贴所致。

8、所得税费用：减少224.84万元，降幅2,452.75%，主要系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893.35万元，降幅12.85%，主要系本期支付薪酬等费用款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8,737.52万元， 降幅678.95%，主要系本期闲置资金理财增加

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1,494.45万元，降幅110.80%，主要系本期兑付的承兑汇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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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营业收入存在季节性不均衡的特点，而期间费用均衡发生，因此净利润的季节性不均衡性就

表现得更加明显。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但是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的累计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可能由于客户验收时间、新冠肺炎等原因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过去年度曾经出现季度经营业绩同比或环比大幅波动或者亏损的情况， 符合公司的行业特性，

不宜以单季度或半年度数据推测公司全年经营业绩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一华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003

证券简称：天准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11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

及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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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

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0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2020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2、 公司于2020年4月18日至 2020年4月27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

示，公示期共计10天，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

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1975

公司简称：招商南油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507

公司简称：振江股份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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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保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申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蒋雪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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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5,786,123.69 7,937,461,497.90 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96,902,592.52 4,673,300,482.18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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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695,073.53 198,635,245.02 212.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凈额 -51,899,175.30 83,267,927.77 -162.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270,187.66 -442,416,8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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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471,999.42 973,891,136.71 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8,924,154.04 179,780,216.66 32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9,064,622.18 174,359,682.81 54.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7 4.68 增加1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11 0.0358 32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11 0.0358 3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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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862,0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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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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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489,859,5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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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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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

司

1,357,425,761 27.02 1,357,425,761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行

387,934,815 7.7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行

250,221,798 4.9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下关支行

237,847,880 4.7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

189,095,879 3.76 0 无 0 其他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138,781,438 2.76 0 无 0 国有法人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

106,257,200 2.1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9,399,468 1.7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 1.4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分行

47,819,402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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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387,934,815 人民币普通股 387,934,81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250,221,798 人民币普通股 250,221,7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下关支行 237,847,880 人民币普通股 237,847,88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89,095,879 人民币普通股 189,095,87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8,781,438 人民币普通股 138,781,438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06,2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257,2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9,399,468 人民币普通股 89,399,46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47,819,402 人民币普通股 47,819,40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4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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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1、货币资金 1,197,994,914.47 818,173,373.05 46.42

2、预付款项 6,740,711.71 2,550,344.52 164.31

3、合同资产 252,688,590.04 0.00 不适用

4、其他流动资产 173,814,087.17 73,949,239.08 135.05

5、预收款项 1,735,446.19 7,352,647.65 -76.40

6、合同负债 4,513,562.42 0.00 不适用

7、其他综合收益 52,769,561.35 25,298,206.95 108.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变动比例(%)

8、税金及附加 2,499,993.39 1,354,242.36 84.60

9、财务费用 25,649,046.32 44,087,266.84 -41.82

10、营业外收入 489,862,031.86 2,220,000.00 21965.86

11、所得税费用 9,763,835.79 36,087,392.87 -72.94

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8,924,154.04 179,780,216.66 322.14

13、少数股东损益 2,032,946.81 3,361,455.34 -39.52

14、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7,471,354.40 -33,076,245.97 不适用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1,695,073.53 198,635,245.02 212.98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凈额 -51,899,175.30 83,267,927.77 -162.33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270,187.66 -442,416,842.34 不适用

备注：

1、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收到出售至境外的5艘油轮退税款所致；

2、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预付船舶保险费增加所致；

3、合同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根据新收入准则将符合条件的应收账款

重分类至合同资产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预缴企业所得税所致；

5、预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根据新收入准则将符合条件的预收款项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6、合同负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根据新收入准则将符合条件的预收款项

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7、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余额变化所致；

8、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应缴增值税增加导致税金及附加相应增

加所致；

9、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应付融资租赁款及借款减少导致财务费用

减少；

10、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获得出售至境外的5艘油轮退税款所

致；

11、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抵扣境外投资损失使应纳税所得额减

少导致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1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获得出售至境外的

5艘油轮退税款，同时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等综合影响所致；

13、少数股东损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14、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报告期内外币财务报表折算汇率变

化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出售至境外的

5艘油轮退税款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船舶建造款同

比增加，同时上年报告期内收到3艘液化气船舶出售款等综合影响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MR船舶融资

租赁款同比减少，同时上年报告期取得借款等综合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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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诉讼

（1）2015�年 10�月，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苏舜天）

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扬洋化工运贸有限公司（简称：扬洋运贸）提起诉讼，称扬洋运贸

在未收回全套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允许非正本提单持有人将涉案货物全部提走，导致其未

能收回货款。 江苏舜天要求法院判令扬洋运贸赔偿其货物损失 1,217.43� 万元及其利

息。

2018�年 3�月，扬洋运贸收到武汉海事法院（2015）武海法商字第 01635� 号《民事

判决书》， 判决扬洋运贸和第三人盐城市苏普尔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江苏舜天货物损

失 1,217.43� 万元及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自 2015� 年 5� 月起至还清日止的利

息。 后扬洋运贸提起上诉，湖北省高院于2019年5月22日开庭审理了本案。 9月11日，扬洋

运贸收 到了湖北省高院（2019）鄂民终68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诉讼所涉本金和利息均已支付。

（2）2020年4月，扬洋运贸收到南京海事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和民事起诉状，原告

TL� HOLDINGS� CO.,LTD将扬洋运贸作为第二被告，就港口作业纠纷提起诉讼，索赔因

宁化419轮19045航次约1,000吨异丙醇在江阴华西码头卸货后污染导致的损失约371万

元人民币。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开庭审理此案。

2、股份回购

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切实履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重

新上市时做出的关于回购股份的承诺，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未来发展及合理估值水平

等因素，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自有资金或

者其他自筹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3.96元/股的价格回购股份，拟动用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本次拟回购的股份将予以

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2020年3月23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 4月14日，公司完成了本次回购，实际回购公司

股份81,283,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2%。 回购最高价为2.55元/股，回购最低价为2.37

元/股，回购均价为2.46元/股，回购资金总额199,999,582.26元（不含交易费用）。

2020年4月1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81,

283,681股。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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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内获得出售至境外的5艘油轮退税款影响所致。

公司名称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保良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975

证券简称：招商南油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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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公司拟以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

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或其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96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授权董事

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管理层根据回购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等手续。 2020年4月14日，公司完成了本次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81,283,68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62%。2020年4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

购的股份81,283,681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4日和4月16日在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21349556628

名称：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324号油运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保良

注册资本：494211.6343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3年9月8日

营业期限：1993年9月8日至******

经营范围：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支流省际油船运输；国际船舶危险品运输；台湾海

峡两岸间海上直航不定期货物运输；国际船舶管理；汽油、煤油、柴油批发；油轮船舶机务、

海务管理；船舶检修、保养；船舶买卖、租赁、营运及资产管理；船舶技术服务、修理；工业生

产资料、燃料油、润滑油、沥青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特此公告。

招商局南京油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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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徐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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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4,301,220.99 3,355,785,010.39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85,929,558.60 1,402,421,628.76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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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82,665.10 -22,126,8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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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395,679.06 288,721,917.47 2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66,571.43 5,141,154.21 -2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36,683.72 5,398,312.32 -78.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6 0.38 减少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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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7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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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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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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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8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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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24.34

所得税影响额 -446,972.56

合计 2,529,8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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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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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震 37,289,642 29.12 37,289,642 质押 26,020,7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3,024,840 10.17 0 质押 2,4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阴振江朗维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6,964,698 5.44 6,964,698 质押 4,87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博远新轩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502,651 5.08 0 质押 5,8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40,085 4.95 0 质押 3,7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当涂鸿新文化产业基金 （有

限合伙）

5,073,600 3.9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国良 5,003,300 3.9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4,855,436 3.79 0 无 0 未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银行“薪满益足” 天天薪

人民币理财计划

4,455,227 3.48 0 无 0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416,917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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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鸿立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3,024,840 人民币普通股 13,024,840

宁波博远新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502,651 人民币普通股 6,502,651

上海鸿立华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40,085 人民币普通股 6,340,085

当涂鸿新文化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5,073,600 人民币普通股 5,073,600

陈国良 5,003,3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3,3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4,855,436 人民币普通股 4,855,43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 “薪满益足”

天天薪人民币理财计划

4,455,227 人民币普通股 4,455,22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416,917 人民币普通股 3,416,917

温州东楷富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9,338 人民币普通股 2,629,338

上海创丰昕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4,033 人民币普通股 2,164,0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胡震、朗维投资为一致行动人；鸿立投资、华享投

资由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拉萨鸿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和公司股东当涂鸿新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同一人，因此鸿立投资、华享

投资、当涂鸿新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东楷富文、创丰昕舟为同一实际

控制人的私募基金，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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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年初数

变 动 比 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11,446,500.19 260,902,553.70 57.70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27,883.60 13,647,395.54 -90.27 主要系理财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1,971,932.28 84,682,175.42 -85.86 主要系应收账款融资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101,551,300.96 46,971,517.36 116.20 主要系预付原材料供应商货款

应付票据 19,830,039.32 12,000,000.00 65.25 主要系本期采用票据结算增加

预收款项 20,166,651.03 5,820,146.33 246.50 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4,914,207.73 24,817,889.56 -80.20 主要系年末计提的工资本期发放

应交税费 4,172,344.14 6,683,928.91 -37.58 主要系本期应计提税费减少

预计负债 0 295,379.20 -100.00 主要系产品质量计提预计负债减少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期数

变 动 比 例

（%）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13,113,884.08 8,546,193.09 53.45 主要系本期研发活动投入加大

财务费用 18,072,243.25 7,846,662.55 130.32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导致财务费用

增加

投资收益 3,918,502.99 1,151,700.07 240.24

主要系本期进行远期结售汇产生的

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316,322.53 9,555,827.70 -103.31 计提坏账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5,566,781.19 11,412,093.07 -51.22 主要系成本费用上升，毛利有所下滑

营业外收入 119,592.42 203,445.53 -41.22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374,475.21 1,743,591.72 -78.52 公益性捐赠减少

利润总额 5,311,898.40 9,871,946.88 -46.19 主要系成本费用上升，毛利有所下滑

所得税费用 1,005,840.28 4,267,898.79 -76.43 本期计提所得税费用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982,665.10 -22,126,821.04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账款收回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801,223.10 -170,878,709.94 -70.86 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534,491.36 -136,038,272.01 -70.20 归还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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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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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震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507

证券简称：振江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2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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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海南博远新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博远新轩” ）持有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640.475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本次解除质押后，博远新轩累计质押公司股份520万股，占持

股总数的81.19%，占公司总股份的4.06%。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收到股东博远新轩的通知，获悉博远新轩将质押给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条件股份65万股解除质押，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博远新轩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65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1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1%

解除质押时间 2020年4月27日

持股数量 640.4751万股

持股比例 5.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52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1.1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6%

上述解除质押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507

证券简称：振江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3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变更名称等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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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收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海南博远新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宁波博远新轩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持有本公司股份640.4751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00%）的通知，海南博远新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其名称、主要经营场所等

事项进行工商变更，并于近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税务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后的相关

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海南博远新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0802453655

4.�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青田黎年风情小镇商业街南11栋D区

5.�执行事务合伙人：海南博远智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抒吟）

6.�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7日

7.�合伙期限：2013年11月27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活动。 （须有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企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许可经营

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本次股东名称等变更对公司经营活动不产生影响，该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

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