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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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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栗延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菊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菊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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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200,406.48 398,534,839.30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231,041.89 11,703,309.25 -32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8,009,863.56 5,522,033.37 -607.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267,425.19 -16,918,851.74 -203.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3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3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0.75%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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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2,509,210.59 2,669,329,668.88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12,122,959.15 1,741,094,842.43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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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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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207.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254.98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0,661.18

合计 1,778,82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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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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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延秋 境内自然人 23.22% 127,308,098 99,593,323 质押 88,802,900

贾春琳 境内自然人 12.42% 68,123,971 51,092,978 质押 54,472,008

贾则平 境内自然人 3.62% 19,844,400 0 质押 15,299,999

周炜 境内自然人 3.50% 19,188,244 12,130,506 质押 17,318,743

贾子成 境内自然人 3.49% 19,125,000 0

侯景刚 境内自然人 3.43% 18,821,707 14,221,280 质押 18,039,707

北京屹唐同舟股

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 17,580,290 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2.14% 11,760,000 0

北京盛通印刷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1.45% 7,966,190 0

北京东方卓永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7,573,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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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延秋 27,714,775 人民币普通股 27,714,775

贾则平 19,84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44,400

贾子成 19,1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25,000

北京屹唐同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17,580,290 人民币普通股 17,580,290

贾春琳 17,030,993 人民币普通股 17,030,993

张素芬 11,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60,000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期员工持股计划

7,966,190 人民币普通股 7,966,190

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573,627 人民币普通股 7,573,627

董颖 7,4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75,000

周炜 7,057,738 人民币普通股 7,057,7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栗延秋女士与贾子成为母子关系。 贾春琳先生与贾则平先生为父子关系， 与董颖女士为夫妻

关系。 除此关联关系外， 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周炜先生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7,610,744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577,500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9,188,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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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应收款项融资比期初减少807.89万元，相比减少55.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转

出所致；

2、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577.03万元，相比增加31.7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天津厂房建设投

入所致；

3、报告期内，开发支出比期初减少231.11万元，相比增加69.16%，主要原因是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4、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资产比期初增加765.73万元，相比增加46.7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增加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 所致；

5、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734.04万元，相比增加40.6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报表项目

重分类所致；

6、报告期内，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1,083.88万元，相比减少42.1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交税金的减

少；

7、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72.54万元，同比减少39.5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融资借款的减

少所致；

8、报告期内，其他收益同比上年同期增加113.64万元，同比增加90.7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税金

返回的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588.75万元，同比减少106.97%，主要原因是去年转让股权取得投

资收益所致；

10、报告期内，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主要原因是会计政策变更，对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11、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776.85万元，同比减少264.44%,主要原因是营业利润的减少；

12、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3434.86万元，同比减少203.02%,主要原因是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13、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6,111.87万元，同比减少170.92%，主要原因是收

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

14、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347.43万元，同比增长60.24%,主要原因是银行

贷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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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年1-6月净利润（万元） -1,600 至 -800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47,481,549.2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因受新冠病毒肺炎影响，公司线下教育延期开课，影响公司业绩。 公司将在董事

会、管理层带领下，积极制定相关对策，提质增效，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215100

ROBO

ROBO

10,

658,

963.21

公允价

值计量

9,845,

379.32

0.00

17,

445,

119.26

0.00 0.00

-4,

432,

667.51

5,412,

711.81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有资

金

合计

10,

658,

963.21

--

9,845,

379.32

0.00

17,

445,

119.26

0.00 0.00

-4,

432,

667.51

5,412,

711.8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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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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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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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1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9:30在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方式相结合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 监事会成员殷庆允、张友林、姚占玲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贾春琳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情况：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内容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内容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表决情况：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2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

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在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殷庆允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情况：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20年一季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内容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内容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15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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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邱亚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义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义英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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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66,207.42 266,260,054.41 -4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14,196.36 10,119,538.99 -2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0,275,803.68 7,463,910.58 -237.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506,301.87 -217,903,672.06 95.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0.39%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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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1,874,683.92 4,888,767,224.00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62,930,695.64 2,654,972,109.77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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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939.4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462,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6,003.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73,705.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730.50

合计 18,090,00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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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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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2% 60,514,665 0

质押 60,514,665

冻结 60,514,665

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7% 42,060,000 0 质押 41,880,0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4% 18,935,500 0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方正东亚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其他 5.28% 13,821,902 0

上海航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7% 7,506,010 0

山东济宁如意进出口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4,697,800 0 质押 4,400,000

银川弘盈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4,521,182 0

银川盛融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4,521,141 0

余良辉 境内自然人 1.15% 3,012,758 0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2,49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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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514,665 人民币普通股 60,514,665

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60,0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93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35,500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3,821,902 人民币普通股 13,821,902

上海航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6,010 人民币普通股 7,506,010

山东济宁如意进出口有限公司 4,6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4,697,800

银川弘盈投资有限公司 4,521,182 人民币普通股 4,521,182

银川盛融投资有限公司 4,521,141 人民币普通股 4,521,141

余良辉 3,012,758 人民币普通股 3,012,758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91,133 人民币普通股 2,491,1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山东济宁如意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公司股东山东如意毛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31.86%的股权，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91,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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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减少66.65%，主要原因是期初未支付的应收票据在本报告期支付；

2、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1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经营性应付票据均到期支付；

3、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1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4、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40.0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受国内外疫情影响，销量减少，营业收入减少；

5、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41.6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受国内外疫情影响，销量减少，营业成本减少；

6、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1.4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研发项目增加，研发投入加大；

7、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457.9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到的经营性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8、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实现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9、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3806.7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捐赠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10、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35.8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受国内外疫情影响，经营业绩下降；

1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1.7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受国内外疫情影响，市

场不景气，货款回流缓慢；

12、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49.8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到的返还税款减少；

13、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52.31%，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到保证金减少；

1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73.5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受国内外疫情影响，销

售订单减少，生产适当压缩，对原料需求减少；

15、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31.0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受国内疫情影响，

政府给予适当优惠政策，企业负担的职工费用较同期减少；

1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66.46%，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的保证金减少；

17、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无收

回理财投资款；

1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88.39%，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

支付购买固定资产的现金减少；

19、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较少69.8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收到的银行贷款现金较上年同期

减少；

20、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53.65%，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偿还银行贷款支付的现金较上年

同期减少；

21、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4.6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融资票据到期支付的

现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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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中国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4.36%股权，向北京如意时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意时尚”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济宁如意品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如意品

牌” ）60%股权。在如意时尚完成回购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济宁如意品牌40%股权后，公司拟另行

签署协议向如意时尚购买其持有济宁如意品牌40%股权，从而最终达到持有济宁如意品牌100%股权的目的。

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并

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沟通与协商。 由于标的公司的境外经营实体较多，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

等各项工作仍在进一步推进中，相关中介机构从各自专业角度积极配合推进项目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境外新冠肺炎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预计对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工作产生一定影响。 待相

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并签署相关协议，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审计、评估等文件，并以该次董事会（指重新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会议）决

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重新确定股份发行价格， 同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

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

露后的进展

2020年04月03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

编号：20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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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80.22% 至 -68.35%

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000 至 1,600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055.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市场紧缩，公司生产

经营受到影响。 公司预计 1-6�月份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

少，经营业绩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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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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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0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

2020年02月0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

2020年03月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亚夫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193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14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披露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尚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式

方案并于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还需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及其他可能涉及的批

准、核准或备案等。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或备案，以及最终取得该等批准、核准或备案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19年7月9日披露的《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中，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

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相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2、 由于公司董事会未能在公司首次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的6个月内 （即

2020年1月9日前）发出召开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司于2020年1月8日召

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决定继续推进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并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重新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指重新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重新确定股份发行价格，同时披露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其他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

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中国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74.36%股权，向北京如意时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如意时尚”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济宁如

意品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如意品牌” ）6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在如意

时尚完成回购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济宁如意品牌40%股权后， 公司拟另行签署协议向如意时尚

购买其持有济宁如意品牌40%股权，从而最终达到持有济宁如意品牌100%股权的目的。

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如意集团，证券

代码：002193）自2019年6月25日开市起停牌。 2019年6月25日，公司发布了《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2019年7月2日， 公司发布了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2）。

2019年7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9年7月9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2019年8月8日、2019年9月7日、2019年9月30日、2019年10月30日、2019年11月30日、2019年12月30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

2019-052、2019-057、2019-059、2019-061、2019-068）。

2020年1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9日披露的

《关于无法按期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2020年2月3日、2020年3月4日、2020年4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

露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2020-007、2020-008）。

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并

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沟通与协商。 由于标的公司的境外经营实体较多，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

等各项工作仍在进一步推进中，相关中介机构从各自专业角度积极配合推进项目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境外新冠肺炎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预计对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和尽职调查工作产生一定影响。 待相

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并签署相关协议，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审计、评估等文件，并以该次董事会（指重新审议相关事项的董事会会议）决

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重新确定股份发行价格， 同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

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公司尚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式方

案并于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还需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及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

核准或备案等。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核准或备案，以及最终取得该等批准、核准或备案的时间均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尚未发出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日发布一次交易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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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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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献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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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88,258.66 333,208,970.38 8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680,892.65 6,225,317.99 40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0,589,925.99 5,021,827.87 50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84,731.16 17,954,880.94 -26.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4 3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4 3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0.55%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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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8,482,416.67 3,038,007,042.50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74,253,414.16 1,143,162,505.59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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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7.83 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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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746.86 主要是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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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075.62 主要是投资理财产品利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662.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2,125.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3,795.09

合计 1,090,966.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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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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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48% 81,035,094 81,035,094

爱仕达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9% 5,961,954 0

陈献孟 境内自然人 2.45% 4,185,168 4,185,168

方建斌 境内自然人 2.45% 4,174,859 4,174,859 质押 2,120,000

蒋友安 境内自然人 2.30% 3,919,955 3,919,955

方建文 境内自然人 2.08% 3,549,576 3,549,576 质押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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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81% 3,083,675 0

郑巨秀 境内自然人 1.64% 2,803,936 2,803,936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

达澳银新能源产

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59% 2,706,494 0

乐清润鼎投资管

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8% 1,67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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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5,961,954 人民币普通股 5,96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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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3,675 人民币普通股 3,083,67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706,494 人民币普通股 2,706,494

乐清润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77,109 人民币普通股 1,677,1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

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5,580 人民币普通股 1,135,5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

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8,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

外延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9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6,000

博时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博

时基金－国新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6,780 人民币普通股 816,7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7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2,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

汇理信息传媒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614,920 人民币普通股 614,9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陈献孟、方建斌、蒋友安、方建文为一致行动人，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献孟为郑巨秀姐夫；方建斌为方建文胞弟。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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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上年度期末增幅为41.02%，主要系货款回收和贷款增加；

2、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69.46%%，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3、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36.16%，主要系货款收回所致；

4、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55.57%，主要系固定资产和货款入库所致；

5、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幅为154.60%，主要系购买的设备款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上年度期末增幅为82.35%，主要系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7、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30.56%，主要系支付了年末奖金所致；

8、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77.03%，主要系应缴税费减少所致；

9、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31.50%，主要系固定资产融资租赁所致；

10、报告期末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度期末降幅为36.62%，主要系外汇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11、报告期末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幅为86.70%，主要系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12、报告期末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幅为88.99%，主要受疫情影响和春节放假导致成本增加；

13、报告期末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幅为45.23%，主要系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14、报告期末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幅为47.99%，主要系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15、报告期末研发费较上年同期增幅为61.88%，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及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所致；

16、报告期末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降幅为45.87%，主要系汇兑损益波动所致；

17、报告期末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降幅为31.45%，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18、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降幅为114.29%，主要系计提的资产减值减少所致；

19、报告期末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降幅为97.32%，主要是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20、报告期末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幅为92.27%，主要是营业外收入增加所致；

21、报告期末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幅为849.28%，主要系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22、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幅为26.01%，主要系新增子公司乐清意华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23、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降幅为100.36%，主要系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

所致；

24、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表较上年同期增幅为285.81%，主要系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

致；

25、报告期末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降幅为158.21%，主要系外汇汇率变动对现

金的影响所致；

26、报告期末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增幅为111.90%，主要系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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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陈献孟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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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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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在公司

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19日以通讯及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献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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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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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及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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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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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在公司一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19日以通讯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钰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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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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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及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