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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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佩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立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立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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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167,203.25 2,557,178,824.31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362,521,948.34 2,343,307,516.01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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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74,551.06 24,373,761.39 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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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88,211.48 155,080,643.94 -5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214,432.33 75,602,688.65 -7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063,292.72 76,367,355.46 -7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82 5.91 减少5.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19 -7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4 0.19 -78.95

研发投入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

14.60 4.71 增加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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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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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8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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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4,5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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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476.03

合计 -2,848,860.3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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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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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芳 125,039,272 27.86 125,039,272 125,039,272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北京睿泽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26,332,712 5.87 26,332,712 26,332,712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4,383,036 5.43 24,383,036 24,383,036 无 0

国有法

人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

限公司

21,801,344 4.86 21,801,344 21,801,344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冯学理 20,214,800 4.50 20,214,800 20,214,8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北京久太方合资产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6,680,000 3.72 16,680,000 16,68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市松禾成长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720,180 3.50 15,720,180 15,720,18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段仚 14,354,664 3.20 14,354,664 14,354,664 质押 200,000

境内自

然人

李文娟 13,627,936 3.04 13,627,936 13,627,936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茅台建信（贵州）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建信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0,729,512 2.39 10,729,512 10,72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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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南彬 1,653,457 人民币普通股 1,653,457

周宏 420,4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400

崔贵海 196,078 人民币普通股 196,078

何丽霞 1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00

李健可 182,097 人民币普通股 182,09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00

何茂术 172,283 人民币普通股 172,283

叶玉萍 148,307 人民币普通股 148,307

陈海军 140,552 人民币普通股 140,552

张平飞 132,823 人民币普通股 132,8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股东吴佩芳与北京久太方合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

人；股东北京睿泽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贵州茅台建信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出资合伙人存在部分重合； 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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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33,849,262.52 82,016,877.05 -58.73

主要系本期银行承兑

汇票到期结算所致

存货 52,448,130.42 38,091,451.27 37.69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疫

情影响销售量减少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640,195.05 30,135,141.69 -64.69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

末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3,115,433.47 6,715,978.23 -53.61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疫

情影响收入减少，应

交增值税及附加税下

降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315,563.2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未终止确

认的商业承兑汇票增

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511,081.29 -161,775.1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

司亏损增加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2020年1-3月）

上期金额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9,688,211.48 155,080,643.94 -55.06

主要系本期新冠疫情影响

销售量减少，营业收入下降

所致

营业成本 16,709,476.24 38,613,205.09 -56.73

主要系产品销售成本随销

售收入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7,764,442.72 11,451,934.16 55.12

主要系本期天仁道和房屋

以及天津天宜厂区房屋建

筑物折旧计提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0,175,939.18 7,297,149.26 39.45

主要系本期企业增加研发

投入，用于研发的直接材料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346,163.23 -388,089.6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02,031.10 83,399.97 382.05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疫情影

响，企业收到政府稳岗补贴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18,444.73 740,005.92 -83.99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1,654.56 58,560.47 -324.82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77,027.52 1,005,943.15 275.47

主要系本期企业对外捐赠

200万元及大量防疫物资用

于支持抗击新冠疫情所致

所得税费用 4,303,390.00 12,851,907.74 -66.52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疫情影

响当期利润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2020

年1-3月）

上期金额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518,062.38 14,319,424.59 -33.53

主要系企业控股子公司

天仁道和上期收到政府

补助1,300万元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7,763,324.47 27,057,291.96 -34.35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疫情

影响，短期内物流受阻，

原材料采购款下降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183,568.73 26,886,077.38 -36.09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疫情

影响收入减少，增值税

和附加税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878,191.24 13,845,079.53 58.02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疫情

影响，企业对外捐赠支

付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574,551.06 24,373,761.39 45.95

主要系本期受新冠疫情

影响，各项经营性支出

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00,000.00 85,000.00 252.94

主要系本期收回职工借

款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

现金

29,214,694.06 79,628,326.68 -63.31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天仁

道和及天津天宜厂区项

目工程款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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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佩芳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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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晓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尹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尹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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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176,443.25 1,511,900,022.15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90,126,258.37 790,627,737.49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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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88,610.25 -2,208,535.62 2,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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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374,933.21 193,764,381.80 -1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36,407.95 580,727.48 -34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13,152.16 554,279.89 -751.86

加权平 均净资 产收 益 率

（%）

-0.18 0.07 减少0.2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3 0.0046 -345.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3 0.0046 -3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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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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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7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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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7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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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5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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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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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12

所得税影响额 -475,199.00

合计 2,176,7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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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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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晓南 36,568,000 28.87 36,568,000 质押 2,658,000

境内自然

人

周晓东 35,848,000 28.30 35,848,000 质押 18,367,500

境内自然

人

上海淞银财富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3.95 0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白秋美 3,768,000 2.97 0 无 -

境内自然

人

郑钟南 2,503,300 1.98 0 无 -

境内自然

人

上海金傲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64,000 1.63 2,064,000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粤鹏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752,000 1.38 1,752,000 无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周德标 1,682,400 1.33 0 无 -

境内自然

人

吴键 707,247 0.56 0 无 -

境内自然

人

魏博 650,000 0.51 0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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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淞银财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白秋美 3,7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68,000

郑钟南 2,503,3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3,300

周德标 1,6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2,400

吴键 707,247 人民币普通股 707,247

魏博 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

法国兴业银行 589,800 人民币普通股 589,800

李斌 449,200 人民币普通股 449,200

潘永枝 418,3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300

王俊华 29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周晓南与周晓东系兄弟关系，周晓东持有上海金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46%股

份，周晓南持有上海粤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4.75%股份，金傲投资和粤鹏投资

均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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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5,335,073.93 10,365,216.67 -48.53% 主要系理财产品赎回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1,702,211.32 3,086,374.12 -44.85%

主要系应收票据背书转让减少所

致

预付款项 5,469,270.18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变动

合同资产 4,526,229.98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变动

长期应收款 2,037,000.00 6,204,000.00 -67.17%

主要系融资租赁设备保证金减少

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26,914,000.00 46,914,000.00 -42.63%

主要系金融资产投资收回减少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8,752,188.97 13,227,860.45 -33.84%

主要系厂房装修转入一次性摊销

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19,141,108.50 41,703,922.88 -54.10% 主要系应付票据到期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45,814,760.04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变动

合同负债 8,850,9621.36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变动

应交税费 5,452,222.80 11,070,054.37 -50.75%

主要系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支付

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55,850.49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变动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2,557.52 1,664,846.49 -90.84%

主要系评估增值部分的资产减少

导致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所致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845,810.77 1,617,665.77 -47.71%

主要系增值税减少导致附加税费

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6,389,869.53 9,290,279.20 -31.22%

主要系运输费用及出差费用等减

少所致

管理费用 17,417,070.93 12,448,514.65 39.91%

主要系厂房装修转入一次性摊销

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7,860,198.22 4,961,341.74 58.43%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808,813.22 2,971,839.88 61.81% 主要系借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776,736.64 185,164.04 859.55%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贴款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77,352.42 41,461.54 568.94%

主要系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503,926.06 -1,768,852.93 不适用

主要系未弥补亏损增加递延所得

税资产计提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1,488,610.25 -2,208,535.62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回款减少、应付款支出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2,709,890.15

-52,846,

571.15

不适用 主要系投资支付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703,927.06 19,735,038.51 -123.84% 主要系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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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资发展需要，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出资设立投资基

金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4,0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佛山创钰铭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并于2019年10月18日签署合伙协议。

为集中资源专注主业发展，进一步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转让投资基金份额的议案》，拟将持有的创钰铭宣11.43%的份额（认缴金额4,000万元）转让给

创钰铭伯。 该财产份额的转让价格为41,442,904元。 转让完成后，晶华新材不再持有创钰铭宣的基金份额。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收到全部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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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晓南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683

证券简称 证券简称：晶华新材 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

2020-016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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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要求，现将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均不含税）：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0年1-3月产量（万平

方米）

2020年1-3月销量（万平方

米）

2020年1-3月销售金额（万

元）

布基胶带 250.13 234.35 991.98

电子胶带 282.15 407.98 2,851.85

美纹胶带 5,511.16 5,164.56 9,047.98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1-3月销售单价

（元/平方米）

2020年1-3月销售单价(元/

平方米)

变动比例

布基胶带 4.27 4.23 -0.94%

电子胶带 5.88 6.99 18.88%

美纹胶带 1.75 1.75 0.00%

三、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单位 2019年1-3月进货均价 2020年1-3月进货均价 变动比率

纸浆 元/吨 5,243.74 4,002.84 -23.66%

纸基 元/千克 11.95 13.96 16.82%

树脂 元/千克 11.36 11.86 4.40%

橡胶 元/千克 11.08 12.14 9.57%

含浸液 元/千克 5.78 5.24 -9.34%

离型液 元/千克 10.57 9.88 -6.53%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五、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284

公司简称：浦东建设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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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广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奚凯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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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2,984,410.78 14,484,707,880.46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207,736,753.92 6,126,096,022.4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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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8,479,518.06 -240,827,1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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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469,928.59 747,545,348.25 18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3,857,286.79 73,358,061.55 1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218,885.71 53,873,519.79 26.63

加权平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36 1.24 增加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4 0.0756 14.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4 0.0756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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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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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1,8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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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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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2,736.75

所得税影响额 -4,105,365.26

合计 15,638,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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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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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50,084,113 25.78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40,990,280 4.22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682,437 2.65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2,200 2.0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张桥经济发展总公司 19,494,444 2.0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5,818,782 0.60 0 无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基

建工程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68,523 0.44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19,098 0.34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

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3,226,899 0.33 0 未知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中证基

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052,140 0.31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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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50,084,113 人民币普通股 250,084,113

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40,990,280 人民币普通股 40,990,2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682,437 人民币普通股 25,682,43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62,200

上海张桥经济发展总公司 19,494,444 人民币普通股 19,494,444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5,818,782 人民币普通股 5,818,78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4,268,523 人民币普通股 4,268,52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19,098 人民币普通股 3,319,0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26,899 人民币普通股 3,226,89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3,052,140 人民币普通股 3,052,1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是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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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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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3月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项目 与上年度末比较的增(+)减(-)额 与上年度末的增(+)减(-)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18,000,000.00 -49.01% 本期末结构性存款减少。

应收票据 27,350,000.00 460.44% 主要是本期新增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预付款项 1,514,798,681.43 1,377.43%

主要是本期下属子公司付清周家渡社区地块的土

地出让金157,575万元。

其他应收款 -493,856,984.87 -93.83%

主要是本期下属子公司收回周家渡社区地块的土

地出让保证金3.15亿元以及收到财务公司分红款

14,877.07万元。

存货 -3,374,734,028.83 -99.42%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存货”中列示

的，根据工程项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金额超过

已办理结算价款的，按其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

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列示。

合同资产 1,675,354,228.12 不适用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存货”中列示

的，根据工程项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金额超过

已办理结算价款的，按其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

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列示。

其他流动资产 90,663,734.78 108.97% 主要是本期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26,605,888.46 不适用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存货”中列示

的，根据工程项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金额超过

已办理结算价款的，按其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

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列示。

应付票据 30,068,371.43 50.53% 主要是本期末应付商业承兑汇票增加。

预收款项 -1,458,743,895.44 -100.00%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预收款项”中列

示的，根据其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负债” 、“其

他非流动负债”中列示。

合同负债 136,507,920.56 不适用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预收款项”中列

示的，根据其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负债” 、“其

他非流动负债”中列示。

应交税费 -84,002,523.47 -70.21% 主要是本期缴纳上期计提的各项税费。

其他应付款 -22,088,705.95 -37.30%

主要是本期2亿公司债到期以及1.41亿公司债回

购，本期末未支付的利息减少。

应付债券 557,848,864.92 93.15%

主要是本期发行公司债9亿，到期公司债2亿，回购

公司债1.41亿。

递延收益 188,674.30 40.15%

主要是本期末BT项目已收款但尚未结转投资收益

的金额大于期初。

其他非流动负债 178,914,249.94 不适用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预收款项”中列

示的，根据其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负债” 、“其

他非流动负债”中列示。

项目 与上年同期比较的增(+)减(-)额

与上年同期比较的增(+)减(-)

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74,924,580.34 183.93%

主要是本期在建项目实现的工作量多于上年同

期。

营业成本 1,345,064,320.81 201.40%

主要是本期在建项目实现的工作量多于上年同

期。

税金及附加 584,801.11 105.31% 主要是本期流转税计提税金及附加增加。

销售费用 -843,046.31 -57.00% 主要是本期销售沥青砼运费减少。

财务费用 -6,736,328.46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多于上年同期。

信用减值损失 -15,893,356.94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预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收入 -1,557,454.19 -87.14%

主要是本期发生的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无直接关

系的收入少于上年同期。

营业外支出 94,881.12 46,067.74%

主要是本期发生的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无直接关

系的支出多于上年同期。

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292,095.31 不适用

本期联营企业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少于上年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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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广惠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20-043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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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一季度， 公司及子公司新签项目数量总计为30个， 新签项目金额为人民币507,

849.0025万元，新签项目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11.76%，新签项目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56.88%，按业

务类型细分，具体情况如下：

经营数据 基建工程 房屋建设 总计

2020年第一季度新签项目数量（个） 14 16 30

2020年第一季度新签项目总金额（万元） 232,626.4780 275,222.5245 507,849.0025

2020年累计新签项目数量（个） 14 16 30

2020年累计新签项目总金额（万元） 232,626.4780 275,222.5245 507,849.0025

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末，公司不存在已签订但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20-044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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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

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1/3。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经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同意选举张燕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2020年4月28日起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产生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张燕女士简历

张燕，女，1981年出生，在职大学，经济师。曾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党委办公室主任助理。 现任公司行政办公室主任助理。

证券代码：

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20-045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

股份的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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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建设” 或者“公司” ）于2020年1月23日公告

了《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暨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并于2020年3

月26日公告了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浦东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集团” 或“收购人” ）向除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浦东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以外的浦东建设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67,917,92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00%，要约收购的价格为7.38元/股。 要约期限为2020年3月30日至2020年4

月28日。

截至2020年4月28日，要约收购期限已经届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统计， 在2020年3月30日至2020年4月28日要约收购期间， 最终有5,328个账户共计147,

304,321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67,917,920股，浦发集团将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计算

公式如下：

浦发集团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67,917,920

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浦发集团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收购人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

关义务，本次要约收购清算过户手续将于近日办理。 收购人股票账户：B880299899。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20-046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

股份结果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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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4月30日开市起复牌；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浦

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58,992,313股，占浦东建设全部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7.00%。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不会面临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

险。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建设” 、“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0年1

月23日公告了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暨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并

于2020年3月26日公告了《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

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集团” 或“收购人” ）向除收购人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投资” ）以外的浦东建设全体股东发出的部分收

购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67,917,920股，股份比例为7.00%，要约收购价格为7.38元/股，要约收

购期限为2020年3月30日至2020年4月28日。 目前，要约收购期限已经届满，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结果

公告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1、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主体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的目的是进一步提升收

购人在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收购人对于上市公司的控制，增强上市公司股

权结构的稳定性；同时也便于收购人后续对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业务经营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改

进与完善。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

将仍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

2、要约收购的对象：

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收购人浦发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浦东投资以外的浦东建设全体股东

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部分要约（67,917,920股）

4、要约价格：7.38元/股

5、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6、要约收购有效期：2020年3月30日至2020年4月28日

7、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706062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

1、收购人于2020年3月26日公告了《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并于

2020年3月30日起开始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2、浦东建设董事会于2020年4月11日公告了《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上海

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要约收购事宜的独立意见》、《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要约收购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31日、2020年4月8日、2020年4月14日及2020年4月21日公告了共四次

收购人要约收购浦东建设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4、收购人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每日在其网站（www.sse.com.cn）上公

告前一交易日的预受和撤回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及要约期内累计净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截至2020年4月28日，要约收购期限已经届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统计， 在2020年3月30日至2020年4月28日要约收购期间， 最终有5,328个账户共计147,

304,321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

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67,917,920股，浦发集团将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计算

公式如下：

浦发集团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67,917,920

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浦发集团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四、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安排

根据《公司法》等规定，浦东建设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地位不受影响。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自2020年4月30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3683

公司简称：晶华新材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88033

公司简称：天宜上佳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