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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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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柯少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文

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7,543,087.58 804,364,222.10 -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649,626.85 35,673,701.72 -5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3,530,830.22 32,980,440.06 -141.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228,455.64 7,301,257.28 -2,664.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0.69% -0.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067,501,729.26 8,804,983,315.85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47,180,707.98 5,230,371,954.78 0.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84,568.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50,289.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34,601.9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8,945,877.19 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取得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1,472.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1,988.61

合计 29,180,457.0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6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3% 191,190,110 质押 73,070,000

欧明媚 境内自然人 6.90% 52,900,000

柯少芳 境内自然人 3.89% 29,850,000 22,387,500 质押 29,8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5% 5,756,600

李华 境内自然人 0.58% 4,43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4,100,090

冯炳宜 境内自然人 0.50% 3,845,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招商昆吾一期结

构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4% 3,4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凌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凌顶五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9% 2,200,000

夏长文 境内自然人 0.28% 2,17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191,190,110 人民币普通股 191,190,110

欧明媚 5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00,000

柯少芳 7,4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7,462,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756,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56,600

李华 4,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3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100,090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90

冯炳宜 3,8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5,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招

商昆吾一期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凌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凌顶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夏长文 2,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的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柯少芳是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本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89,125,470.05元，增长32.59%，主要原因是：收到

往来款及货款、银行融资所致。

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末增加23,027,517.89元，增长63.84%，主要原因是：支

付往来款及押金、保证金所致。

本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412,126,467.94元，增长37.47%，主要原因是：收到

银行融资款所致。

本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6,252,099.56元，下降41.71%，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子公司康爱多发放应付职工薪酬所致。

本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减少39,581,633.20元，下降40.18%，主要原因是：公

司出售广东康爱多数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1%股权给臧国荣，截止2019年12月31日，收到股

权转让款未达到50%，本报告期收回部分款项所致。

本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23,500,000.00元，下降35.61%，主

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偿还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所致。

合并利润表

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期增加33,019,488.97元，增长559.9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

支出市场推广费、快递费等较多所致。

本报告期利息收入较上期减少569,579.94元，下降69.6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银行

的存款利息较少所致。

本报告期其他收益较上期增加1,019,854.61元，增长46.3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

到政府补贴款较多所致。

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期增加28,945,877.19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公司转让

子公司康爱多部分股权的投资收益较多所致。

本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期减少24,539,907.15元，下降29921.05%，主要原因是：本

报告期收回账龄较长的应收款项较多所致。

本报告期营业利润较上期减少31,085,008.50元，下降57.8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

公司期间费用增加、自制产品和健康产业产品销售下降导致营业利润下降所致。

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减少744,304.85元，下降49.8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

司收到政府补贴收入较少所致。

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2,739,864.61元，增长534.0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

期公司子公司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期减少34,569,177.96元，下降63.1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

公司期间费用增加、自制产品和健康产业产品销售下降导致营业利润下降所致。

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减少11,647,824.37元，下降84.0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

期公司期间费用增加、自制产品和健康产业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应纳所得税利润总额基数下

降所致。

本报告期净利润较上期减少22,921,353.59元，下降56.0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

司期间费用增加、自制产品和健康产业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本报告期净利润较上期减少22,921,353.59元，下降56.0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

司期间费用增加、自制产品和健康产业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减少20,024,074.87元，下降56.13%，主要

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期间费用增加、自制产品和健康产业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利润总额下

降所致。

本报告期少数股东损益较上期减少2,897,278.72元，下降55.4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

期控股子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本报告期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期增加2,568,249.88元，增长181.21%，主要原

因是：本报告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本报告期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较上期增加2,568,249.88元，增

长181.2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本报告期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较上期增加2,568,249.88元，增长181.2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本报告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较上期增加2,568,249.88元，增长181.21%，主要原因

是：本报告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本报告期综合收益总额较上期减少20,353,103.71元，下降51.55%，主要原因是：本报

告期公司期间费用增加、自制产品和健康产业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净利润下降所致。

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较上期减少17,455,824.99元， 下降

50.9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期间费用增加、自制产品和健康产业产品销售下降导致

净利润下降所致。

本报告期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较上期减少2,897,278.72元， 下降55.44%，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较上期减少0.03元，下降6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净

利润下降所致。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较上期减少0.03元，下降6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净

利润下降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本报告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期减少268,783.01元，下降100.00%，主要原因是：本报

告期子公司没有收到政府税费返还所致。

本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加12,792,230.73元， 增长

31.9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给职工薪酬及社医保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 196,529,712.92元， 下降

2664.3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采购款和期间费用较多所致。

本报告期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增加40,000,000.00元，增长100.00%，主要

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转让子公司康爱多股权收到的现金所致。

本报告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期增加40,000,000.00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公司转让子公司康爱多股权收到的现金所致。

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29,084,

509.85元，下降32.7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设备款和工程款较少所致。

本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57,685,841.60元，下降100.00%，主要原因是：上

期支付投资的现金较多所致。

本报告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期减少86,770,351.45元，下降59.22%，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支付设备款和工程款较少所致。

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126,770,351.45元， 增长86.51%，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设备款和工程款、对外投资款较少所致。

本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增加366,126,467.94元，增长138.16%，主要原因

是：本报告期取得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增加168,626,467.94元，增长36.46%，主要原因

是：本报告期取得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125,778,822.00元，下降33.50%，主要原因

是：上期归还到期银行借款较多所致。

本报告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减少24,768,959.92元，下降58.8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银行承兑保证金较少所致。

本报告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期较少148,593,754.41元，下降30.77%，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支付银行承兑保证金较少所致。

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 317,220,222.35元， 增长

1553.2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银行融资较多、到期借款较少所致。

本报告期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期增加 25,968.83元， 增长

223.0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美国子公司汇率结算变动所致。

本报告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期增加249,486,829.71元，增长156.26%，主

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投资性支出和筹资支出减少、融资较多所致。

本报告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期增加108,819,724.84元， 增长68.10%，主

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投资性支出和筹资支出减少、融资较多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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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20-047

债券代码：

112336

债券简称：

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9日在公司麒麟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

议董事9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柯少彬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参会董事签字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002433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20-048

债券代码：

112336

债券简称：

16

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

29日在公司麒麟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

议监事3名，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一岸先生主持。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事项：

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广东太安堂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审核,同意并认为：公司2020年

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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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泽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2,778,216.05 166,909,048.73 1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92,638.83 5,864,214.95 -3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325,804.92 4,518,732.33 -70.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67,735.29 -16,424,306.55 210.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89% -0.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33,098,439.31 1,314,337,233.46 -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1,447,133.08 695,632,346.85 0.84%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18,837,25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3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10,999.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1,954.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7,456.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4,754.59

合计 2,366,833.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11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宪 境内自然人 19.38% 23,025,000 23,025,000 质押 6,550,000

深圳市银桥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3% 22,252,942 22,252,942 质押 9,120,000

何征 境内自然人 17.89% 21,260,295 21,260,295 质押 9,660,000

黄昌华 境内自然人 3.44% 4,089,397 0

深圳市荣桥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7% 2,930,000 1,500,000

刘宸睿 境内自然人 0.72% 857,588 0

向静 境内自然人 0.42% 500,865 0

王彬 境内自然人 0.40% 473,000 0

郭寒树 境内自然人 0.35% 415,021 0

黄冰 境内自然人 0.25% 297,9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黄昌华 4,089,397 人民币普通股 4,089,397

深圳市荣桥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000

刘宸睿 857,588 人民币普通股 857,588

向静 500,865 人民币普通股 500,865

王彬 4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3,000

郭寒树 415,021 人民币普通股 415,021

黄冰 29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900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九章幻方中

证500量化进取4号私募基金

22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200

张阿斌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王晓波 217,446 人民币普通股 217,4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宪、何征夫妇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37.27%股权。 此外，两人还合计持有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银桥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银桥投资” ）94.58%股权（银桥投资持有本公司18.73%股权），因此两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吴宪为公司董事长，何征为公司董事、总经理。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人民币12,488万元，较上年末减少41.80%，主要是本期支付并购浙江科赛股权尾款2,040万元

及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人民币5,404万元，较上年末减少39.82%，主要是应收票据在本期到期托收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期末余额人民币1,059万元，较上年末增加100.17%，主要是本期高信用级别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

致。

4、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人民币4,050万元，较上年末增加81.77%，主要是本期预付原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5、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人民币2,566万元，较上年末减少30.64%，主要是本期结算货款所致。

6、预收账款期末余额人民币893万元，较上年末增加363.67%，主要是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人民币538万元，较上年末减少54.57%，主要是本期支付已计提年终奖金所致。

8、应付税费期末余额人民币139万元，较上年末减少62.52%，主要是本期缴纳已计提税款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人民币1,965万元，较上年末减少54.60%，主要是本期支付并购浙江科赛股权尾款2,040万元

所致。

10、研发费用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290万元，增幅42.44%，主要是本期摊销2019年4月份实施的股权激励费用及新

增浙江科赛研发费用（2019年5月并表）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1、其他收益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90万元，增幅117.57%，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2、投资收益1-3月较上年同期减少307万元，降幅96.64%，主要是本期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13、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为205万元，主要是本期应收账款回款以及应收票据到期托收导致相关坏账准备余额

减少所致。

14、营业外支出1-3月较上年同期增加47万元，增幅1,529.89%，主要是本期为支持抵抗疫情捐款增加所致。

15、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3月较上年同期减少217万元，降幅37.03%，主要是本期股权激励摊销费用、研发费用以及

支持抗击疫情捐款合计影响利润537万元所致。

16、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10.01%，主要是本期货款收回所致。

17、筹资活动现金流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33.54%。 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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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开发并量产口罩熔喷无纺布专用熔喷料和驻极母粒，产品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和使用。 目前，根据客

户订单情况公司通过转产、扩产、外发等多种模式，五月份将具备日产200吨熔喷料供货能力。

2、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事项，并于巨潮资讯网发布了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006）。 公司于2020年2月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3月12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 等事项， 并于巨潮资讯网发布了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3-015、2020-02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20年01月03日 www.cninfo.com.cn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2020年02月21日 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2,000 0 0

合计 2,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宪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886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5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3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4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口二路智恒战略性新

兴产业园10栋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且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吴宪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具体内容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

2020-047）和《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886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6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23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0年4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口二路智恒战略性新兴

产业园10栋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张尊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与会监事同意《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并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具体内容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

2020-047）和《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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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巨建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叶闽

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09,375,066.20 322,316,930.82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231,050.32 1,373,324.35 -1,13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7,811,885.89 -1,034,340.81 -1,62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7,266,967.83 -60,087,412.72 -145.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5 0.0032 -1,14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5 0.0032 -1,14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0.08% -0.8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505,974,057.82 4,425,801,965.49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7,813,725.50 1,798,939,410.91 -1.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504,6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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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110.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95,669.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65,581.96

合计 3,580,835.5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2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

院

国有法人 28.89% 122,909,988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30% 52,326,8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7% 7,951,200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1.46% 6,198,643

#罗伟明 境内自然人 0.44% 1,852,100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3% 1,400,00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国有法人 0.28% 1,200,000

张卫民 境内自然人 0.25% 1,077,100

王永红 境内自然人 0.24% 1,017,954

#翟大军 境内自然人 0.23% 976,8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122,909,988 人民币普通股 122,909,988

西安航天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52,326,880 人民币普通股 52,326,8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951,2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1,200

#郑文宝 6,198,643 人民币普通股 6,198,643

#罗伟明 1,85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2,100

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张卫民 1,07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7,100

王永红 1,017,954 人民币普通股 1,017,954

#翟大军 976,800 人民币普通股 97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 产 负 债 表 项 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640,813,550.02 482,907,044.01 32.70% 主要受疫情影响，销售回款滞后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4,622,772.88 58,112,906.19 -57.63% 本期支付采购材料设备付款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28,099,900.83 16,193,599.06 73.52% 本期公司在核电、航空、环保等领域加强研发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6,864,811.73 24,313,741.55 51.62% 本期预付工程设备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1,783,000.00 1,238,500.00 43.96% 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下降；

长期应付款 5,000,000.00 本期将长期应付款调整至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负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500,771.97 -1,942,012.46 80.27% 其他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较期初减少所致；

（ 二 ） 利 润 表 项 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10,504,697.61 3,435,189.52 205.80%

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较上年增加， 且上

年末收到的政府补助

本期确认损益所致；

投资收益 1,475,965.85 909,150.00 62.35%

本期按权益法核算的

联营企业收益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44,500.00 98,827.63 -650.96%

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

价值下降；

信用减值损失 -6,031,135.07 3,068,072.77 -296.58%

本期应收账款较上年

增加， 且上年收回账

龄较长欠款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04,676.86

主要由于本期疫情影

响部分子公司营业收

入下降产成品分摊固

定成本较多， 导致产

成品跌价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16,701.86 -100%

主要为上期处置固定

资产所取得的资产处

置收益较多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90.06 1,231,735.01 -99.85%

本期收到与企业日常

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较上年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27,714,217.79 3,170,241.07 -974.20%

这几项指标大幅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

受疫情影响公司整体

营业收入下降， 二是

受疫情影响部分子公

司高附加值产品无法

正常生产造成整体产

品结构发生变化 ；三

是应收账款增加导致

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增

加。

利润总额 -27,732,328.13 4,371,976.08 -734.32%

所得税费用 -4,074,823.06 1,815,093.22 -324.50%

净利润 -23,657,505.07 2,556,882.86 -1025.2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231,050.32 1,373,324.35 -1136.25%

少数股东损益 -9,426,454.75 1,183,558.51 -896.45%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266,967.83 -60,087,412.72 -145.09%

主要为本期支付采购材料设备款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717,137.43 231,566,382.96 -32.75%

主要是本期较上年同期银行借款减少

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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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西北有色金属研

究院

关于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 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诺

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本公司主营

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生产经营和销

售。

2007年08月10日 长期

截止目前未发生

违反相关承诺的

事项

西北有色金属研

究院

其他承诺

不越权干预公司

的 经 营 管 理 活

动， 不侵占公司

利益。

2016年02月19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程志堂;杜明焕;

顾 亮; 金宝长 ;

巨建辉;李明强;

刘晶磊;师万雄;

颜学柏;杨建朝;

杨延安;张平祥;

郑学军

其他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

偿或以不公平条

件向其他单位或

者 个 人 输 送 利

益， 也不采用其

他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 2、本人承

诺对本人的职务

消费行为进行约

束。 3、本人承诺

不动用公司资产

从事与本人履行

职 责 无 关 的 投

资、消费活动。 4、

若本人所适用薪

酬考核方法与公

司为本次融资所

做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 本人承诺将

严格遵守。 5、本

人承诺在公司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

时， 其行权条件

将与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

况相挂钩。 6、本

人承诺出具日后

至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

完毕前， 若中国

证监会、 证券交

易所等相关部门

作出关于填补回

报措施及其承诺

的其他新的监管

规定的， 且上述

承诺不能满足中

国证监会、 证券

交易所等相关部

门的规定时 ，本

人承诺届时将按

照最新规定出具

补充承诺。

2016年02月19日 长期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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