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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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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一一股权激励计划》以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

监事会结合公司情况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及《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部分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 等相关公告， 并于2019年4月19日通过公司内部OA系统公示了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 公示时间为2019年4月19日至2019年4月

28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向公司监事会提出异议。

截止2019年4月28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雇佣或劳务

关系、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材料进行了核查。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

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二）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三）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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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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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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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情形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激励对象均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

人员和核心业务人员。不存在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及子女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范

围，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关于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参与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信任，向广大投资者提供更

好的服务，经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红塔红土基金” ）与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 ）协商一致，红塔红土基金决定，自 2019年4月 30日起，参与华鑫证

券开展的基金交易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的基金范围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的、由华鑫证券代销的所有基金产品，包括已发行的以及将来发行的产

品。如有某只或某些特定产品不适用费率优惠，则由红塔红土基金另行公告确定。

二、活动时间

活动期限以华鑫证券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三、费率优惠具体内容

（1）自2019年4月30日起，投资者可在华鑫证券办理由红塔红土基金管理下，华鑫证券代

销的所有基金产品的认申购（含定投）、赎回、转换等业务。

（2）在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的前提下，由红塔红土基金管理，华鑫

证券代销的所有基金产品（仅限前端收费模式）的认申购（含定投）、赎回、转换等费率不设折

扣限制。代销机构办理各项基金代销业务的具体时间、流程及折扣费率以华鑫证券公示为准。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华鑫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认（申）

购日期，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四、重要提示

（1）红塔红土基金管理的各基金原申购费率、开展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基金产品以

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为准。

（2）上述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华鑫证券所有。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业务规

则和流程以华鑫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华鑫证券的最

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查询相关详情

（1）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95323

公司网站：http://www.cfsc.com.cn/

（2）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1666-916

公司网站：www.htamc.com.cn/

风险提示：

红塔红土基金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投资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交易

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相关账号和密

码。

特此公告。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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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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吴桂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吴创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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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3,412,995.86 1,994,883,600.81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14,141,434.58 1,785,027,238.89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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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67,689.34 -2,679,45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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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05,360.33 220,891,977.95 2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66,321.24 44,942,308.96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079,037.16 36,728,909.53 1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2.61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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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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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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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6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14,337.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81.11

所得税影响额 -884,963.43

合计 4,987,2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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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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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桂谦 69,503,831 30.66 68,483,610 质押 43,620,000 境内自然人

澳洲萬達國際有限公司 47,938,527 21.14 47,938,527 无 0 境外法人

吴滨华 20,545,083 9.06 20,545,083 质押 15,408,00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盛浩开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609,290 3.36 7,609,290 无 0 其他

深圳市创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88,190 2.07 0 无 0 其他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868,840 1.27 0 无 0 其他

广东众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90,000 0.7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禹雄 1,346,720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进华 1,100,0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东佰乐投资有限公司 850,200 0.38 850,200 无 8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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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创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88,190 人民币普通股 4,688,190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868,840 人民币普通股 2,868,840

广东众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0,000

吴禹雄 1,346,720 人民币普通股 1,346,720

高进华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吴桂谦 1,020,221 人民币普通股 1,020,221

黄明嵩 6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5,000

何伟雄 646,230 人民币普通股 646,230

陈英泉 630,240 人民币普通股 630,240

冯小进 554,580 人民币普通股 554,5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吴桂谦、吴滨华、澳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Laurena�Wu

为一致行动人；吴滨华、Laurena�Wu为吴桂谦之女。

2、深圳市盛浩开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

深圳市盛浩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谈清为吴滨华配偶张晨的舅舅。

3、广东佰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郑凯雄、郑少卿，郑凯雄为吴桂谦

配偶郑清英的胞弟，郑少卿为郑凯雄的配偶。

4、未知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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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其中：应收票据 - 153,110.00 -153,110.00 不适用 主要系前期银行承兑汇票背书已转让。

其中：应收利息 357,500.00 748,493.15 -390,993.15 -52.24% 主要系前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已收回。

其他流动资产 110,035,383.61 169,906,612.27 -59,871,228.66 -35.24% 主要系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71,633.26 2,344,541.01 -1,072,907.75 -45.76% 主要系本期预付设备款项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97,633,584.09 66,296,488.27 31,337,095.82 47.27% 主要系期末预收经销商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0,579,917.32 22,823,770.61 -12,243,853.29 -53.65% 主要系期初职工薪酬包含年终奖。

应交税费 26,203,810.13 13,580,938.96 12,622,871.17 92.95% 主要系本期期末应缴增值税增加。

减：库存股 43,723,957.02 25,771,831.47 17,952,125.55 69.66% 主要系本期回购股权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870,158.98 1,957,544.55 912,614.43 46.62%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附

加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99,793,218.12 69,316,416.97 30,476,801.15 43.97%

主要系本期销售推广

费用等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91,983.61 43,163.15 1,148,820.46 2,661.58%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

准备同比增加所致。

加：其他收益 - 1,448,000.00 -1,448,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取得补贴

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1,905,841.65 7,445,479.98 -5,539,638.33 -74.40%

主要系本期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和对联营企

业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891,504.36 2,304,727.71 -1,413,223.35 -61.32%

主要系本期对联营企

业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加：营业外收入 4,859,600.00 3,097,600.00 1,762,000.00 56.88%

主要系本期取得补贴

收入增加所致。

减：营业外支出 508.67 20,000.00 -19,491.33 -97.46%

主要为本期营业外支

出款项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9年第一季

度

2018年第一季

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70,000,059.27 46,904,880.79 23,095,178.48 49.24%

主要系销售推广人员增加及

平均薪酬逐年增长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0 580,000,000.00 -430,000,000.00 -74.14%

主要系本期到期的理财产品

同比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081,780.83 5,816,122.14 2,265,658.69 38.95%

主要系本期收到蜜妆分红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043,874.08 1,476,413.44 567,460.64 38.44%

主要系本期购买固定资产增

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0 300,000,000.00 -200,000,000.00 -66.67%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

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7,952,125.55 - 17,952,125.5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回购股权所致。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255.21 -3,809.49 2,554.28 -67.05% 主要系期末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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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本报告刊发日，公司重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均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交所网站（www.see.com.cn）进行详细披露。具体请查阅

以下相关公告：

重要公告事项 刊载日期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相关公告

2019/1/4

2019/2/12

2019/3/5

2019/3/20

2019/4/3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的相关公告

2019/2/26

2019/3/15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警示函的相关公告 2019/4/5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调整进度及暂缓相关事项的公告

2019/3/13

201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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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桂谦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630� � �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19� -� 028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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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分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化工》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补充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品类 产量（kg） 销量（kg） 营业收入（元）

洗护类 10,107,298.98 8,706,445.07 237,163,149.33

香皂 848,047.5 659,356.7 11,613,541.3

其他 172,327.08 365,802.61 16,867,043.82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体系变动情况

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平均价格详见下表：

主要品类

2019年1-3月平均售价（元

/kg）

2018年1-3月平均售价（元

/kg）

变动比率

洗护类 27.24 26.18 4.05%

香皂 17.61 17.97 -2.00%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包括生产洗护类产品和香皂所需表面活性剂、香精、硅油、皂基以及其

他功能性辅料等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受石油、棕榈油等基础原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并间接导致产

品生产成本波动。表面活性剂采购均价同比下降约 1,950� 元/吨，下降比例约 22.31%；功能

性辅料采购均价同比下降约 2,260�元/吨，下降比例约 16.56%；硅油采购均价同比下降约 2,

830�元/吨，下降比例约 10.28%；香精类原料采购价格同比下降约 4,400元/吨，下降比例约

4.68%；皂基采购均价同比下降约 810�元/吨，下降比例约 14.89%。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指标和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生产经营使用，不

构成公司的实质承诺和预测，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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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王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段佳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段佳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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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9,935,367.75 2,272,198,541.26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3,458,765.74 1,883,319,656.49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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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4,188.09 8,954,111.10 2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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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31,044.58 141,256,966.07 -3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0,883.26 10,457,458.81 -6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38,256.82 5,070,243.65 -22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0.58 减少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5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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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7,34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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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3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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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190,687.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6,135.29

合计 9,589,1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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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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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55,048,276 23.51 55,048,276 质押 28,700,000 国有法人

ENGINEERING�AND�IP�

ADVANCED�

TECHNOLOGIES�LTD

31,548,350 13.47 31,548,350 质押 19,838,752 境外法人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21,677,753 9.26 21,677,753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54,639 2.46 5,754,639 无 0 国有法人

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 4,147,819 1.77 4,147,819 无 0 其他

OMNIVISION�HOLDING�

(HONG�KONG)�COMPANY�

LIMITED

2,937,855 1.25 2,937,855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829,300 1.21 2,829,300 无 0 国有法人

GILLAD�GAL-OR 2,561,831 1.09 2,561,831 无 0 境外自然人

苏州工业园区厚睿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2,152,584 0.92 2,152,584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豪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1,820,729 0.78 1,8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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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ING�AND�IP�ADVANCED�

TECHNOLOGIES�LTD

31,548,350 人民币普通股 31,548,350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1,677,753 人民币普通股 21,677,75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54,639 人民币普通股 5,754,639

英菲尼迪－中新创业投资企业 4,147,819 人民币普通股 4,147,819

OMNIVISION�HOLDING�(HONG�KONG)�

COMPANY�LIMITED

2,937,855 人民币普通股 2,937,8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2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9,300

GILLAD�GAL-OR 2,561,831 人民币普通股 2,561,831

苏州工业园区厚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152,584 人民币普通股 2,152,584

苏州豪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820,729 人民币普通股 1,820,729

霍尔果斯智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2,942 人民币普通股 1,592,9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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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1,358,856.52 77,623,083.37 -33.84%

预付款项 2,392,441.37 3,762,683.06 -36.42%

其他流动资产 1,805,460.21 147,553,626.52 -98.78%

长期股权投资 161,948,424.04 129,948,424.04 24.63%

应付职工薪酬 12,234,296.21 18,028,500.29 -32.14%

应交税费 1,445,439.79 2,207,687.57 -34.53%

其他应付款 21,528,324.96 62,478,639.17 -65.54%

说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减少主要是货款按时回收及本期收入规模减少

所致。

预付账款减少主要是本期预付的货款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系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主要是对晶方产业基金的出资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预提薪资逐步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是利润总额减少，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减少主要是公司股权激励授予的股权确认进行回购，对应确认的潜在回购义务减少所致。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及现金流量表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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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31,044.58 141,256,966.07 -39.73%

营业成本 61,747,065.97 98,539,873.98 -37.34%

财务费用 -2,958,426.03 529,057.51 -659.19%

资产减值损失 -345,094.39 -142,945.60 141.42%

其他收益 11,297,346.97 4,103,873.79 175.28%

所得税费用 506,257.68 1,987,138.89 -7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404,188.09 8,954,111.10 284.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321,817.13

说明：

营业收入：主要系市场竞争加剧，使得销量规模与单价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主要系销量规模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主要系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主要系2018年底收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递延确认的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主要系应税利润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购买商品与劳务、职工薪酬等项目支付金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系支付回购股权激励所授予部分股权的回购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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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蔚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3005� � �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9-025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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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

议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和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19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董事刘洋先生、Ariel� Poppel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 不会

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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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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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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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

议于2019年4月2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健先

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对

《晶方科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审核，意见如下：

（1）《晶方科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晶方科技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和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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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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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不需要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新旧准则转换累计影响结果仅对期初留存

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财务报表格式的变化，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列报的

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等无实质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及内容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2017年修订）》

（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

号）；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

〔2017〕14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

行新金融准则。

2、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时间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金融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796,327.5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4,796,327.56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

求， 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

整。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

的会计准则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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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全体监事讨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和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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