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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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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丙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杏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镜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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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700,002.93 534,672,341.07 -2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79,897.88 11,233,521.25 -2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530,929.89 8,501,617.39 -2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529,124.63 -21,928,947.84 334.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2 0.0116 -29.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2 0.0116 -29.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0.49% 下降0.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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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8,068,877.01 4,132,355,751.42 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9,468,104.68 2,351,488,206.8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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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322.67

主要是本期确认固定资产报

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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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8,774.47

主要是本期确认省重点立项

市级资助100.00万元和稳岗

补贴70.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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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416.67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0,000.0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281.20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4,668.85

主要是本期确认的理财产品

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952.96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9,335.17 -

合计 1,448,967.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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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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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

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6.21% 253,573,912 0 -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6% 14,157,600 0 - 0

朱照富 境内自然人 0.27% 2,624,851 0 - 0

卓辽志 境内自然人 0.23% 2,200,000 0 - 0

丁华根 境内自然人 0.19% 1,808,900 0 - 0

江心 境内自然人 0.18% 1,718,900 0 - 0

张辉 境内自然人 0.18% 1,700,000 0 - 0

李春杰 境内自然人 0.17% 1,610,000 0 - 0

陈俊豪 境内自然人 0.16% 1,558,200 0 - 0

纪晓茜 境内自然人 0.15% 1,479,8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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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3,573,912 人民币普通股 253,573,91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1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57,600

朱照富 2,624,851 人民币普通股 2,624,851

卓辽志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丁华根 1,80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8,900

江心 1,71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8,900

张辉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李春杰 1,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0,000

陈俊豪 1,55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8,200

纪晓茜 1,47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新控股集

团” ）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广新控股集团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53,573,912股，通过融资融

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股份增加的原因系广新控股集团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157,600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

朱照富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624,851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0股；卓辽志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2,200,000股；丁华根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通过融资融券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08,900股； 江心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

718,900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张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1,700,000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李春杰通

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610,000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股；陈俊豪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5,200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1,523,000股；纪晓茜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79,800股，通过融

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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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比期初增加1198.35%，主要是本期公司于银行购买的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2.预付账款比期初增加48.85%，主要是本期公司增加以预付货款方式采购原材料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282.42%，主要是本期公司于银行购买的保本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4.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66.65%，主要是本期公司口罩生产项目和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投入增加所

致；

5.预收账款比期初增加41.72%，主要是本期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6.应交税费比期初增加36.00%，主要是报告期末公司计提一季度应交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所致；

7.其他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99.10%，主要是本期公司偿还1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8.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63.17%，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增加长期

借款所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其他收益同比减少44.84%，主要是本期公司确认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同比增加222.16%，主要是本期对联营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1.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32.14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公

允价值变动增加所致；

12.年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93.03%，主要是本期公司存货跌价损失增加所致；

13.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增加36.06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减少

所致；

14.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51.34%，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佛山纬达光电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和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15.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的税费返还的现金同比减少50.01%，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的出口退税减少

所致；

16.年初至报告期末，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31.86%，主要是上期原全资子公司佛

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所致；

17.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55.82%，主要是上期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

限公司支付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所致；

18.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60.05%，主要是上期全资子公司佛

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支付营销服务费所致；

19.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334.98%，主要是上期原全资子公司佛

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和服务费用所致；

20.年初至报告期末，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加97.34%，主要是本

期公司口罩生产项目和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21.年初至报告期末，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79.74%，主要是公司本期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

调整筹资结构，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22.年初至报告期末，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109.42%，主要是公司本期根据融资市场成本变

化调整筹资结构，偿还短期借款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23.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及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公司开具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的保证金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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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韩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

2018年7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

生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的议案》。 华韩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

主要生产低克重印刷透气薄膜。 项目总投资12,885.4万元，其中本公司投资金额2,369.33万元，按本项目

设备要求规划设计在本公司所属的佛山三水工业园建设厂房， 建成后按市场化原则租赁给华韩公司使

用；华韩公司投资10,516.07万元，用于生产设备投资等。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新增低克重印刷透气薄膜

4,800吨/年。（项目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项目已完成厂房建设、主设备采购，部分设备已到位，准备进行安装。

（2）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

2019年7月15日，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

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

子电池及系统项目和动力锂离子电池研发中心。 具体情况详见2019年6月29日、2019年7月16日、2019年

9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4月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议案》，拟终止投资建设新能

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3）公司与上硅所合作成立石墨烯研发中心项目

2016年，公司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以下简称：上硅所）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共同

成立石墨烯动力锂离子电池研发中心（以下简称“石墨烯研发中心” ），致力于石墨烯在动力锂离子电池

及高分子膜材料的应用研究及产业化工作。 为了发挥公司新材料产业优势，加大高分子膜材料的研发孵

化力度，石墨烯研发中心将致力于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 石墨烯具备高导热、高导

电、高强度、高比表面等特性，将石墨烯与传统材料复合，可提高材料性能，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的应用领

域包括卫生用品表面抗菌阻隔病菌处理、滤材、滤膜抗菌阻隔病菌功能等，石墨烯纳米复合抗菌材料可达

到“吸附存储-光催化分解模式” 去除TVOC（有机气态物质总量）的目的，可多次重复使用，长期有效。

公司将与上硅所合作进一步推动石墨烯纳米复合抗菌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助力公司新材料产业技术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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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13,397.5 13,397.5 0

合计 13,397.5 13,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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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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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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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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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丙娣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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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4月26日以电话通知及专人

送达的方式向全体与会人员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在

公司总部三楼会场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丙娣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7人，实际出席现场会议董

事6人，独立董事周荣先生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表决，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罗绍德先生、周荣先生、于跃女士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议案》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拟终止投资项目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罗绍德先生、周荣先生、于跃女士已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确定召开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发布的《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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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 ）文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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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更日期

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拟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

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

（三）变更前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收入准则。 其他未变更的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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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

新准则的执行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相关财务指标。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

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

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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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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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终止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概述

2019年6月28日、2019年7月15日，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佛塑科

技”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二○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

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议案》。 公司决定设立项目公司，致力于

先进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项目公司拟投资107,609万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

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和动力锂离子电池研发中心（以下简称“项目” 、“该项目” ）。 2019�年 9月20日，

项目公司广东省佛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以上内容详见

2019年6月29日、7月16日、9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0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

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终止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投资建设。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项目目前状况

项目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注册设立，实缴注册资本6,700万元，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项目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59,661,369.10 65,876,060.13

净资产 58,839,850.14 61,243,295.98

2020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403,445.84 -5,756,704.02

三、终止项目的原因

鉴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全球供给侧需求侧受到较大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和市场风

险加剧，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将给项目实施带来较大不确定性，

结合公司的既有优势和产业定位的进一步优化，公司将集中资源更加专注于“新材料-高分子材料” 产业

发展，拟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

四、终止项目的后续安排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终止后，公司将对项目公司实施清算注销。2020年原为项目筹建布局期及投入期，终止该项目将

会减少本年度原本因投资该项目发生的费用支出，不会对公司现有的业务、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负

面影响。

公司及项目公司因该项目累计投入约2,752万元， 其中，2019年度累计投入2,322万元，2020年累计

已投入约430万元。2019年度项目发生的费用支出2,322万元已全部在公司2019年度报表中反映，不会导

致公司已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财务数据发生调整或修正，2020年度累计已发生的费用支出约430万元

按照会计准则计入当期损益，不会对本年度业绩构成重大影响，预计项目终止后不再增加费用。上述费用

是项目筹备及项目公司的开办费、工资、人才引进费用、办公费用及人员相关费用等合理正常的费用。

公司将继续坚持技术创新、精细化管理、资本运作“三轮驱动” 的经营策略，依托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立足自主创新，加大相关新材料的技术攻坚及市场推广力度，加快发展高端功能性薄膜，以公司的

偏光膜、粗化电工膜、超薄型电容膜、安全型电容器用金属化膜、透气膜、无孔防水透湿膜、复合塑料编织

材料等核心产品在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为基础，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按照省政府

关于建设广东省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生产保供体系的要求，公司将加大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关键材料研发生

产，加强与相关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加大膜材料研发孵化力度和产业化进程，提升“平战结合” 的公

共卫生应急物资和医疗物资的重要材料的供给能力，着力形成公司新的增长点。

终止该项目涉及的后续事项，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拟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

研究审议，项目终止不会对公司现有的业务、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负面影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发

展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专注于“新材料-高分子材料” 产业发展。相关审议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 同意本议案，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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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

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举行。 应出席会议监事4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4人，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 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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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二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〇二〇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确定召开公司二〇二

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11: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上午9:15—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8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87号三楼会场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拟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议案》

以上审议事项内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关于拟终止投资项目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关于拟终止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议

案

√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个人股东本人出席股东大会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

大会的，应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异

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3．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会议召开前出示上述有效证件给工作人

员进行核对。

（二）登记时间：

2020年5月12日上午8:30时—12:00时，下午13:30时—17:30时

（三）登记地点：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85号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励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85号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邮政编码：528000

电话：0757-83988189� � � � �传真：0757-83988186

（二）会议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本公司将于2020年5月12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0973，投票简称：佛塑投票。

（二）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5日上午9:15—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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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夕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艳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高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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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35,650,536.11 53,169,440,966.35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923,636,015.28 15,227,699,263.26 -2.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09,143,132.60 1,923,801,544.18 -1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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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4,489,447.63 14,143,992,698.62 -3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5,708,049.21 80,186,044.13 -46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7,467,349.79 -628,311,620.8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6 0.53 减少2.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45 0.012 -47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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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6,086.79 闲置报废固定资产处置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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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3,927.8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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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717.10 对外委托贷款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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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4,911.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129,480.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723.00

所得税影响额 -182,723.90

合计 21,759,3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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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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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288,934 27.46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

心

296,626,400 4.51 0 无 0 国有法人

许加元 148,572,916 2.26 0 质押 17,711,000 境内自然人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139,210,400 2.1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37,823,410 2.10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80,876,400 1.23 0 无 0 其他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 1.22 0 无 0 国有法人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1.22 0 无 0 国有法人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 60,100,000 0.9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 53,800,000 0.82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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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805,288,934 人民币普通股 1,805,288,934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296,62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626,400

许加元 148,572,916 人民币普通股 148,572,916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139,2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210,4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7,823,410 人民币普通股 137,823,41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876,400 人民币普通股 80,876,400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诸城市义和车桥有限公司 60,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100,000

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 5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名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共派出四

人担任本公司董事，并派出一人担任本公司监事。 第二名股东持有第

一名股东100%股份。

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二、七名股东各派出一人担任董

事，第四、八、九、十名股东各派出一人担任监事。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注：公司回购专户未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中列示，2019年，公司实施第二期回购，截止2020年3

月31日，第二期回购股份86,904,743股（详见公司披露的2020-032号公告），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

回购专户持有97,453,5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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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比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率 原因说明

1 应收票据 - 85,340,067.59 -100.00%

主要系本期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支付

所致

2

应收款项融

资

1,332,311,781.38 133,628,992.58 897.02%

主要系本期收取的票据尚未对外支

付所致

3 其他应收款 2,509,721,960.05 3,820,654,593.90 -34.31%

主要系本期收回部分北京宝沃股权

转让款所致

4 应收利息 6,099,368.20 1,651,175.31 269.40% 主要系本期计提利息所致

5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1,036,154,017.42 640,148,017.42 61.86%

主要系本期增加对北汽财务公司的

投资所致

6 短期借款 12,225,389,904.09 7,510,221,898.82 62.78% 主要系对本期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7

交易性金融

负债

4,085,638.23 128,831,697.73 -96.83%

主要系本期所持东方精工相关股份

交割完成所致

8 预收款项 - 3,281,754,468.35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9 合同负债 3,316,267,297.33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10 应付利息 25,735,811.32 38,250,000.00 -32.72% 主要系对外支付债券利息所致

11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662,890,000.00 3,590,162,134.72 -81.54%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12

少数股东权

益

-21,286,681.61 -15,584,346.24 不适用 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本期亏损所致

利润表项目比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率 原因说明

1 营业收入 9,224,489,447.63 14,143,992,698.62 -34.78%

主要系本期产品销量下滑及结构

变化影响所致

2 营业成本 8,103,459,856.95 12,262,619,802.36 -33.92%

主要系本期产品销量下滑及结构

变化影响所致

3 销售费用 531,250,852.33 854,286,574.33 -37.81%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

促销活动费等减少所致

4 管理费用 341,033,622.42 645,537,493.39 -47.17%

主要系本期技术类无形资产列报

口径变化所致

5 研发费用 419,138,428.60 207,766,210.35 101.74%

主要系本期技术类无形资产列报

口径变化所致

6 其他收益 5,439,851.40 18,418,256.84 -70.46%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7 投资收益 56,264,439.82 181,375,650.26 -68.98%

主要系去年同期处置宝沃67%股

权所致

8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5,559,290.80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9

信用减值损

失

1,046,278.46 -53,138,104.8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

失情况变化所致

10

资产减值损

失

14,981,073.17 6,440,604.99 132.60% 主要系本期存货损失减少所致

11 营业利润 -295,378,076.48 64,688,191.33 -556.62%

主要系本期销量结构变化影响毛

利下降所致

12 营业外支出 26,031,288.75 18,106,978.47 43.76%

主要系本期对外支付经济援助款

所致

13 利润总额 -296,899,100.18 70,601,182.38 -520.53% 主要系1.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整体

销量下降以及销售结构变化影响

毛利下降,�影响利润同比减少，其

中，大中客销量下滑主要由于北京

公交去年一季度交付2300台订单，

今年订单延期至二季度交付；轻卡

销量同比下降10.32%；2.受疫情影

响，北京宝沃以及其他合联营企业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影响利润同比

减少。

16

少数股东损

益

-5,702,335.37 -15,054,174.07 不适用

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减少亏损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比较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率 原因说明

1

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437,073,173.03 2,425,742,487.56 -40.76%

主要系上期收到欧辉

保理款项所致

2

支付的各项

税费

173,305,069.71 278,295,959.15 -37.73%

主要系本期对外支付

税费减少所致

3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9,143,

132.60

1,923,801,544.18 -157.65%

主要系本期付现费用

增加所致

4

取得投资收

益所收到的

现金

32,164,898.98 5,536,900.00 480.92%

主要系本期收到金融

次级债利息增加所致

5

处置固定资

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308,690.07 149,594.70 106.35%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

资产增加所致

6

收到的其他

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11,246,470.80 9,253,656.85

14070.04

%

主要系本期收到北京

宝沃还款所致

7

投资所支付

的现金

681,984,400.00 139,950,421.80 387.30%

主要系本期对北汽财

务公司等增资所致

8

支付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 878,932,627.59 -100.00%

主要系上期有宝沃股

权出售相关现金支出

所致

9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61,874,115.93

-1,209,142,

759.06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有宝沃股

权出售相关现金支出

所致

10

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

7,347,289,614.97 2,500,611,286.08 193.82%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

所致

11

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

6,212,984,682.44 4,637,230,093.46 33.98%

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

到期长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12

支付其他与

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4,000,000.00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发生股票

回购所致

13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45,350,220.97

-2,338,730,

831.9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

所致

14

汇率变动对

现金的影响

3,587,037.55 -10,740,385.8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

所致

15

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净增

加额

301,668,241.85

-1,634,812,

432.6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

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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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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