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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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在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盛晓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盛晓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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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934,840.71 1,299,849,002.48 -3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376,001.33 74,529,993.50 -4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837,025.99 74,287,368.46 -67.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195,655.32 405,343,960.98 -115.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7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7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1.75%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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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2,938,150.48 5,660,155,867.37 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00,531,672.55 4,368,228,069.05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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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4,0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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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413.8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29,7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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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3,750.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3,841.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4,097.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011.39

合计

19,538,97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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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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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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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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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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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在龙 境内自然人

16.04% 178,200,000 133,650,000

质押

84,000,000

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1.05% 11,664,000 0

赵慧龙 境内自然人

0.47% 5,182,824 0

罗伟健 境内自然人

0.44% 4,877,691 0

徐亚军 境内自然人

0.35% 3,859,371 0

黄蓉 境内自然人

0.33% 3,636,300 0

张力虹 境内自然人

0.31% 3,426,455 0

徐倩 境内自然人

0.27% 3,050,000 0

孙宇实 境内自然人

0.27% 2,973,200 0

上海举善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2% 2,46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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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在龙

44,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50,000

洪泽君

11,6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64,000

赵慧龙

5,182,824

人民币普通股

5,182,824

罗伟健

4,877,691

人民币普通股

4,877,691

徐亚军

3,859,371

人民币普通股

3,859,371

黄蓉

3,63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6,300

张力虹

3,426,455

人民币普通股

3,426,455

徐倩

3,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0,000

孙宇实

2,973,2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3,200

上海举善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461,680

人民币普通股

2,461,6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朱在龙先生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交易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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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洪泽君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64,000

股，公司股东赵慧龙通过信用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182,824

股， 公司股东罗伟健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874,

191

股，公司股东徐亚军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859,371

股，公司股东黄蓉通过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02,700

股， 公司股东张力虹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

422,855

股，公司股东徐倩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050,000

股，公司股东孙宇实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97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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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 100%，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转让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 1.36 倍，主要系预付电汽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1.17 倍，主要系应收股权转让款增加所致；

4、存货较期初增加 46.57%，主要系库存商品数量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42.03%，主要系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29.03%，主要系预付土地款增加所致；

7、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 45.04%，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44.15%，主要系支付 2019 年部分年终奖所致；

9、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40.74%，主要系应交未交税费减少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减少 4.07 倍，主要系外币报表汇率折算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分别较期初减少 33.54%、36.06%，主要系受疫情影响，产品销量下降所致；

2、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42.98%，主要系附加税减少所致；

3、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67.45%，主要系因疫情停机、折旧分摊方式调整所致；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71.93%，主要系计提的债券利息减少所致；

5、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40.10%，主要系即征即退增值税退税减少所致；

6、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41.53%，主要系应收款项坏账计提增加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72.95%，主要系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8、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99.26%，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9、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29.89 倍，主要系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10、以上原因综合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下

降 44.27%、45.65%、43.33%和 41.80%。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减少 39.85%，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15 倍，主要系受疫情影响，销售收入下降以及

存货增加所致；

3、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 3.41 倍，主要系本期赎回银行理财产品较多所致；

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83.10%，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净流出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5、筹资活动活动现金流出小计、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62.59%、增加

47.03 倍，主要系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6、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减少 3.85 倍，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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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请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经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和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批准，公司向证监会申请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计划募集 12.8 亿资金用于马来西亚年产 80 万吨废

纸浆板项目的建设，建设两条年产 40 万吨废纸浆板生产线及配套设施。 发行可转债的申请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获得证监会的受理，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收到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200065 号)，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公告了反馈意见回复，并已将反馈意见回复

文件报送了证监会。

2、对外投资转让事宜：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兴公司持有上海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占 2.3437%

的股份，初始投资成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批准，与上海中电投融和新能源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前述股份作价 13,593,745.00 元转让给上海中电投融和

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经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已办妥相关

工商手续，转让完成后上海景兴公司不再持有上海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

3、对外投资回购事宜：2017 年 6 月 8 日，上海景兴公司出资 1,000 万认购上海泓济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25%的股份,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标先生签署了《上海泓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鉴于上海泓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触及回购条款，根据补充协

议的约定，上海景兴公司要求实际控制人履行回购义务。 王文标先生指定上海明景实业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回购公司持有的股份，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海景兴公司已经收到 1000 万元的回购款，工商

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4、 关于景兴创投公司减资的事宜：2020 年 1 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浙江景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同意景兴创投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20,000 万元减少至

10,000�万元。 2019 年 3 月，减资相关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

5、对外投资事宜：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公司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浙江明盛达医用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持有该公司 20%的股权。 访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第一类医用卫生材

料、其他棉材料、棉制品；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公司已于 4 月 16 日将增资额汇至协议

约定的账户，目前工商变更手续尚在进行中。

6、莎普爱思股票减持事宜：根据上海景兴披露的减持计划，公司在报告期内减持了 243.3580 万股

莎普爱思股票，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海景兴扔持有莎普爱思股票 2,517.0251 万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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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在龙

关于同业竞

争 、 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避免与公司

同业竞争

2006

年

09

月

15

日

持股期间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朱在龙 其他承诺

朱在龙先生

于

2015

年

7

月

7

日上午

10

点前通过

深交所交易

系统完成增

持股份

30

万

股，同时追加

承 诺 ：

2015

年

7

月

7

日

增持的股份

在

36

个月内

不减持，限售

期结束后，减

持产生的盈

利归公司所

有，如有亏损

由本人自己

承担。

2015

年

07

月

07

日

2018

年

7

月

6

日

正常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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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0 14,200 0

合计

19,200 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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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在龙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2020-025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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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向全体董事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召开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公司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 15:00 在公司 705 会议室召开。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 9 人，实际参加本次会

议表决的董事 9 人。 公司全体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朱在龙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

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 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临 2020-027。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2020-026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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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0 年 4 月 17 日向全体监事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了召开六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通知， 公司六届十二次监事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 15:30 在公司 705 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

事会召集人沈强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

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 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

经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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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 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临 2020-027。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67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

2020-024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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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未出现否决

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4 月 24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30 一 11：

30，下午 13：00 一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4 日 9：15 一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的地点： 浙江省平湖市曹桥街道九里亭景兴工业园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707

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在龙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12 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179,942,300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935%，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8,956,000 股，

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04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86,300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88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

共 11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43,300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8%。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提案一、《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为 179,005,6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9.4794%；

反对为 936,7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5206%；

弃权为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二、《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为 179,005,6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9.4794%；

反对为 936,7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5206%；

弃权为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三、《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

赞成为 179,005,6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9.4794%；

反对为 936,7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5206%；

弃权为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四、《2019 年度财务决算》

赞成为 179,005,6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9.4794%；

反对为 936,7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5206%；

弃权为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五、《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赞成为 179,005,6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9.4794%；

反对为 936,7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5206%；

弃权为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9,6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46.2377%；反对 936,7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

股份数 53.7623%；弃权 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六、《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赞成为 179,005,6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9.4794%；

反对为 936,7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5206%；

弃权为 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49,6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46.2377%；反对 936,7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

股份数 53.7623%；弃权 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七、《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赞成为 178,991,4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9.4716%；

反对为 936,7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5206%；

弃权为 14,2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0079%。

表决结果：本提案通过。

提案八、《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及由子公司向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赞成为 178,991,4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9.4716%；

反对为 936,7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5206%；

弃权为 14,2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007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756,0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45.4227%；反对 936,7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

股份数 53.7623%；弃权 14,2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0.815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提案九、《关于与平湖弘欣热电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议案》

赞成为 178,991,4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99.4716%；

反对为 936,7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5206%；

弃权为 14,200 股，占到会股东代表的有效股份数的 0.0079%。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756,0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45.4227%；反对 936,7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

股份数 53.7623%；弃权 14,200 股，占到会中小股东有效股份数的 0.815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议案，已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骆沙舟律师、 朱嘉靖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758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27

号

债券代码：

128040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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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汪路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珏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筱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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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307,313.21 415,510,282.75 -2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70,735.20 6,248,309.59 -3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745,739.62 5,334,835.88 -4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3,274,431.91 -56,168,948.62 5.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1.02%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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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665,039.39 1,560,089,581.05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0,368,591.21 666,485,070.38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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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3.60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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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45.13

主要系社保、税费返还、财政专

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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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091.44

主要系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8,617.63

主要系公益性捐赠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3,639.76

合计

1,124,99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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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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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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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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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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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3% 55,125,000 0

质押

32,334,256

钱木水 境内自然人

9.60% 20,172,750 15,129,562

质押

1,565,744

沈剑巢 境内自然人

3.99% 8,387,250 8,387,250

浙江大熊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伽利略壹

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3.89% 8,165,427 0

朱国良 境内自然人

3.00% 6,300,000 6,300,000

周志法 境内自然人

1.32% 2,780,050 2,780,050

沈柳生 境内自然人

0.61% 1,285,000 0

李华锋 境内自然人

0.58% 1,226,495 0

陈培炎 境内自然人

0.58% 1,210,000 0

倪赤杭 境内自然人

0.57% 1,200,00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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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1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125,000

浙江大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伽利略壹号

私募投资基金

8,165,427

人民币普通股

8,165,427

钱木水

5,043,188

人民币普通股

5,043,188

沈柳生

1,2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5,000

李华锋

1,226,495

人民币普通股

1,226,495

陈培炎

1,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0,000

叶纪江

1,041,375

人民币普通股

1,041,375

田芳

9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5,000

缪丽华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方震霄

8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84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内，股东李华峰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38,000

股：股东田芳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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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在建工程

16,372,399.54 12,250,915.82 33.64%

主要系建设募投项目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340,789.16 14,769,517.58 -43.53%

主要系支付职工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4,836,247.36 9,450,422.57 -48.83%

主要系缴纳相关税费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046,425.03 734,744.96 42.42%

主要系公司可转债相关应付利息增加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 去年同期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利息收入

586,634.47 1,185,884.51 -50.53%

主要系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93,345.13 200,929.00 45.99%

主要系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43,735.16 -1,751,877.21 63.25%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0.00 -223,072.15 100.00%

主要系计提存货减值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369,487.63 856,613.15 -56.87%

主要系公益性捐款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40,123.05 2,377,053.44 -56.24%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0,735.20 6,248,309.59 -38.05%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 去年同期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02,606.15 11,018,393.23 -54.60%

主要系购买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5,000,000.00 50,000,000.00 29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向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4,530,810.65 33,899,393.52 473.85%

主要系报告期内归还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9,189.35 16,100,606.48 -97.09%

主要系报告期内归还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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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有序推进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收购浙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对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回复及披露，并根据反馈意见回

复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进行了修订。 此外，公司将根据 2019年年度报告及标的公司更

新后的审计及评估报告，对本次重大资重组申请材料中的有关财务数据进行更新，并报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及附件的回复说明

2020

年

02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

2020

年

02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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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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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路平

二

○

二

○

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758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24

号

债券代码：

128040

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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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以电话、专人送

达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0年 4月 23日在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 1605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汪路平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 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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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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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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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以电话、专人送

达的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0年 4月 23日在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 1605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张全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审核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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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 年第一

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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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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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 ）为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华

金证券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华金证券原委派陈洁和王惠君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近日，公司收到华金证券《关于更换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之保荐代表

人的函》，因原保荐代表人王惠君离职，无法继续从事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金

证券现委派保荐代表人毕召君接替王惠君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陈洁和毕召君。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毕召君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附件：

毕召君简历

毕召君，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上海总部总经理、董事总经理、保荐代表人，研究生学历，硕士毕业于英

国基尔大学，金融学硕士，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12年从事投资银行工作经历。 曾主持完成科林环保

（002499）IPO 项目、主持完成豫光金铅（600531）配股、神火股份（000933）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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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9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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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5:00-17:00 在全景网举

行 2019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

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如下：董事长汪路平先生、总经理钱木水先生、董事会秘书金鼎先生、财务负责人王珏莹女

士、独立董事吕圭源先生、保荐代表人陈洁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8

2020年 4 月 25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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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学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益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袁益兵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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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283,585.15 951,424,447.25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844,721.30 -53,822,598.25 -12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0,060,481.38 -58,545,557.81 -122.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2,259,246.41 190,287,700.15 -237.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6 -0.07 -1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6 -0.07 -1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2% -2.94%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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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3,146,177.78 6,347,388,953.83 1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9,482,670.86 1,411,327,392.16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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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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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4,5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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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829.5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9,279.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252.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454.65

合计

8,215,76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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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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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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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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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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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24% 250,349,599

质押

57,000,000

张家港锦泰金泓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

张家

港市乐鑫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20,730,500

张林昌 境内自然人

2.55% 19,764,906

沈卿 境内自然人

2.21% 17,166,000

迟健 境内自然人

1.80% 14,007,100

李金花 境内自然人

0.90% 7,007,200

许天凯 境内自然人

0.90% 7,007,200

徐卫民 境内自然人

0.90% 7,007,200

张家港市锦丰镇资产

经营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7,007,200

张家港市南丰农村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7,0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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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250,349,599

人民币普通股

250,349,599

张家港锦泰金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张家

港市乐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3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30,500

张林昌

19,764,906

人民币普通股

19,764,906

沈卿

17,1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66,000

张家港市锦丰镇资产经营公司

7,0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7,200

张家港市南丰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7,0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董事长沈学如先生，股东沈

卿为沈学如先生的女儿，二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张林昌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248,891.00

股，通过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9,516,015.00

股，合计持有

19,764,906.00

股。

徐卫民

7,0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7,200

迟健

14,00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7,100

李金花

7,0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7,200

许天凯

7,0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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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长

43.71%

，主要原因系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相应的保证金增加；

2.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长

216.76%

，主要原因系持有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增加；

3.

持有待售资产较期初减少

100%

，主要原因系本期未发生；

4.

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

46.13%

，主要原因系持有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增加；

5.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

76.91%

，主要原因系增加了设备采购；

6.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长

239.17%

，主要原因系本期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7.

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长

180.66%

，主要原因系本期融资租赁借款增加；

8.

递延收益较期初增长

205.13%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澳洋医院收到拆迁补偿款；

9.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33.33%

，主要原因系粘胶产品市场价格同比下降，合并范围变化，疫情影响；

10.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42.41%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转联营企业，合并范围变化；

11.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32.34%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转联营企业，合并范围变化；

12.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93.57%

，主要原因系本期用于粘胶产品的研发投入下降；

13.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78.36%

，主要原因系汇兑收益减少，票据贴现增加，借款费用增加；

14.

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39.87%

，主要原因系票据贴现增加，借款费用增加；

15.

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142.51%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转联营企业，相关利息收入不再合并抵消；

16.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83.99%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转联营企业，合并范围变化，相关政府补助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7.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230.53%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转联营企业，按会计政策对其相关的其他应收款计提信用减值损

失；

18.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84.54%

，主要原因系本期末粘胶库存下降，计提减值减少；

19.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0.80%

，主要原因系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20.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92.21%

，主要原因系本期捐赠支出减少；

21.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09.25%

，主要原因系因经营利润下降，企业所得税下降；

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126.38%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转联营企业，合并范围变化；

23.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92.11%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转联营企业，合并范围变化；

2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2.29%

，主要原因系粘胶产品市场价格同比下降；合并范围变化；

25.

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

48.45%

，主要原因系出口业务减少；

2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30.16%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回的受限制货币资金减少；

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减少

37.70%

，主要原因系粘胶产品市场价格同比下降，合并范围变化；

28.

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

33.13%

，主要原因系因经营利润下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下降；

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37.82%

，主要原因系粘胶产品市场价格同比下降，相关产品毛利下降；

3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2450.18%

，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拆迁款；

3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71250.00%

，主要原因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增加；

3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上年同期增加

44197.21%

，主要原因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增加；

33.

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98.84%

，主要原因系本期投资支付减少；

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34.90%

，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增加；

35.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

，主要原因系本期未发生；

3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30.49%

，主要原因系借款同比下降；

37.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200582.67%

，主要原因系收到的融资租赁现金等增加、票据贴现增加；

3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4.71%

，主要原因系本期偿还借款增加；

3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34.44%

，主要原因系与筹资相关的保证金减少；

4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41%

，主要原因系汇率变动影响；

4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379.27%

，主要原因系期末现金较期初现金的增加幅度下降；

4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51.68%

，主要原因系受限制货币资金余额变动导致期末现金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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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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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0 47,200 0

合计

47,200 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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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学如

2020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