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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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代码：603937

一、 重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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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重要事项

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简称：丽岛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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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适用 □不适用

人员）陈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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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变动比例

原因

应收票据

47,562,109.21

89,873,770.93

-47.08%

主要系到期托收的应收票据增加。

短期借款

28,033,495.00

10,012,228.33

179.99%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贷款。

应付票据

196,100,000.00

147,606,024.20

32.85%

主要系本期开据的票据增加。

预收款项

9,976,496.81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科目的原因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应付职工薪酬

2,865,130.24

11,315,072.79

-74.68%

主要系上年末尚未支付员工年终奖所致

2.1 主要财务数据

应交税费

2,971,372.69

6,321,010.31

-52.99%

主要系受假期、 疫情的影响，1 季度收入下
降，相应税费也减少。

带的法律责任。
3.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会
3.3 公司负责人徐天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俊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计主管人员）潘锋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上年度末

1,716,108,77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28,488,613.33

4.85

1,418,403,663.34

营业总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0,737,047.44

52,645,685.20

-41.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338,523.55

-62,369,472.0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882,006.67

8,995,815.11

154.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营业总成本

本期数
189,787,700.49

287,221,480.78

-33.92

10,084,949.99

23,096,317.45

-5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996,966.68

19,167,860.59

-2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71

1.74

减少 1.0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11

-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11

-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262,862,816.27

4,491,041.95

6,592,870.84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1,204,849.54

182,851.17

其他收益

215,791.00

1,466,900.00

-576,058.59

1,502,541.76

损失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以“
-”号填列）

-3,946,000.00

营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
列）

13,200,250.15

原因

主要系受假期、 疫情的影响，1 季度收入下
-33.92% 降。

287,221,480.78

173,412,528.95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
列）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89,787,70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科目

0.71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

合并利润表

主要系受假期、 疫情的影响，1 季度收入下
-34.03% 降。

总资产

3,255,236,26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8.92% 主要系汇兑损益的影响。
-85.29%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138.34% 主要系理财产品未到期。
主要系铝锭价下跌， 购买的铝期货账面损
不适用
失。
主要系受假期、 疫情的影响，1 季度收入下
-53.41% 降，相应利润也减少。

28,332,025.86

营业外收入

41,512.00

1,516,848.11

-97.26% 主要系去年同期有诉讼收回的滞纳金等。

所得税费用

3,154,212.16

6,752,556.52

主要系受假期、 疫情的影响，1 季度收入下
-53.29% 降，相应税费也减少。

项目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原因

67.48% 本期收到出口退税增加。

2,321,961.57

1,386,379.21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7,915,734.07

15,554,566.99

79.47% 本期收回的票据保证金增加。

本期金额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77,560,300.86

24,293,325.87

219.27% 本期支付的票据保证金增加。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65,489.32

1,502,541.76

-88.99% 本期到期的理财产品较上期减少。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4,235,934.30

62,000,000.00

-77.04% 本期到期的理财产品较上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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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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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4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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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1,250,000.00

112,0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1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978,733.33

1,000,000.00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139,260.00

4,184.89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869,012.650

-718,555.2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27,149,543.21

-1,446,527.01

-81.03% 本期购买理财产品较上期减少。
100.00% 本期新增部分银行贷款。

年初至报告期末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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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3,230

1,245,510

人民币普通股

1,245,5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2,539

人民币普通股

1,132,539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公司委托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

1,119,873

人民币普通股

1,119,873

-5.6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999,917

人民币普通股

999,917

-5.77

俞成文

928,138

人民币普通股

928,13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13,564

人民币普通股

913,56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双利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7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600

-89.52

158,929,099.09

-1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60,952,983.94

139,731,059.43

-215.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00

7.00

减少 1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25

-1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2

0.25

-1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股
17,9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 有 有 限售 条 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股东性质

118,732,618

56.84

118,732,618

无

0

境内自然人

13,002,780

6.23

13,002,78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
司

1,707,907

0.8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常州武进红土创业投 资有限
公司

√适用 □不适用

20,408,9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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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蔡征国

日期

2020年 4 月 29 日

公告编号：2020-019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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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贤德

645,0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莉

579,202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月 25 日以专人送达的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丁秀敏

567,1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大庆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李霞

549,862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钟丽璇

501,3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707,907

人民币普通股

1,707,907

1,6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4,000

张晓月

684,300

人民币普通股

684,300

李贤德

6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5,000

黄莉

579,202

人民币普通股

579,202

丁秀敏

567,100

人民币普通股

567,100

李霞

549,862

人民币普通股

549,862

钟丽璇

501,300

人民币普通股

501,300

颜利明

498,300

人民币普通股

498,300

466,690

人民币普通股

466,690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
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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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
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蔡征国、蔡红为夫妻关系。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常州武进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丽岛新材项
目上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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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 月 29 日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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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
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

325,945.47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或无限售条
3.6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户）

21,82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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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2.02 发行方式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4 月 2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吴少英女士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2.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43,576,568.28

625,116,549.25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停业，
-61.04 相应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4,171,062.95

38,793,980.92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停业，
-89.25 收入减少导致税金减少

销售费用

4,149,581.97

14,424,829.83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停业，
-71.23 相应费用减少

管理费用

7,203,352.09

10,943,423.12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停业，
-34.18 相应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

-434,685.99

586,666.39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停业非
-174.09 银行机构手续费减少， 贷款利息
支出减少

其他收益

7,735,629.46

10,771,498.84

主要原因为专资返还确认收益减
-28.18 少

2.06 限售期

经与会股东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起全部暂停营业， 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疫情情况以及政府部门要求进一步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成长
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5,510

0.20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信息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132,539

0.18

无

其他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
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委托鹏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定增组合

1,119,873

0.18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999,917

0.16

无

其他

俞成文

928,138

0.15

无

境内自然人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旗下所有影院自 1 月 24 日

上述情况对公司的短期经营业绩存在一定影响， 但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 预测 2020 年上半年，公司累计净利润可能发生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重大变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20年 4 月 28 日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09 上市地点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7、《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
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2.10 议案的有效期

8、《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3、《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9、《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露笑集团有限公司、李伯英女士、李孝谦先生、李陈永先生代表的 242,
639,110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39,728,18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819%；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39,728,1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19%；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18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10、《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关于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5、《关于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的议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2.07 募集资金运用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2.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法定代表人 徐天福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适用 √不适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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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公司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滑较大。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适用 √不适用
3.10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其他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3.9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18.6911%；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 人，代表股份 259,928,58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理财金额增
-8340.90 加

0.51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1,431,096.25

3,203,230

2.05 发行数量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投资活动产 生 的 现 金
-117,935,159.25
流量净额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停业，
-147.45 收入减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名 ）， 代 表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282,361,297 股 ， 占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1510,668,434 股 的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192,978,642.46

其他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经营活动产 生 的 现 金
-91,565,929.86
流量净额

无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5.8973%，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东 5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停业，
-99.46 收益减少

49,455,612.48

0.74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265,206.38

4,724,126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12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2,289,88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1510,668,434 股的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政府补贴增
98.04 加

6,578,521.3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13,028,294.10

其他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人（代表股东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营业成本

其他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停业，
-89.52 收入减少

无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873,533,501.46

无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情况说明

91,546,140.76

50,400,000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增减幅度（
%）

营业收入

0.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上期金额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 内发放了
2019 年度年终绩效

7.95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期金额

-77.27

4,977,539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

112,566,368.84

50,400,0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3、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吴少英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25,582,219.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

1510,668,434 股的 17.2062%。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停业，
-80.11 收益减少

金华恒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公告编号：2020-053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4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29,530,037.75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873,907.42

无

表决权的 99.9836%；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164%；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应交税费

509,600,000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影城建设完
-31.9 工结转

80.35

99.9987%；反对 7,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0,855,016.53

509,600,000

1、会议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展诚大道 8 号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34,631,245.37

所得税费用

23,320,789.31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20 年 4 月 28 日 9:15-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在建工程

-7,773,596.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3,796,08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1）时间

-57.59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收到广告款

营业外收入

税后）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表决结果： 同意 542,282,68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3.23 主要原因为春节期间备货增加

79,685,122.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48,980,693.03

33,795,940.8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4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常州武进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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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证券简称：丽岛新材

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358,687.92

应收账款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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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说明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理财金额增
-72.45 加，影城停业，收入减少

存货

应付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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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33

数量

增减幅度（
%）

289,178,155.09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78

股份种类及数量

期初余额

79,677,065.98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684,300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余额

货币资金

10,520,6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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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4,000

种类

3.8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张晓月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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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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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
户）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证券代码：603937

无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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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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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2,016.69

东）持股情况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161,195.40

□适用 √不适用

80,338.90
合计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0.94% 汇兑收益。
不适用 本期银行存款增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金华恒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与金
华恒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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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所得税影响额

比上年同期增减（
%）

873,533,501.46

97.87% 本期还去年的短期借款

□适用 √不适用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陈波

3,203,2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成长创新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7.45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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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后）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股东名称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1,546,140.76

3227.69% 本期新增贷款，支付的利息增加。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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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征国

4,724,126

-137,632,194.6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275,0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蔡红

人民币普通股

□适用 √不适用

-4,691,495.5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比例(%)

4,724,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不适用 因借款归还，银行冻结的保证金近还。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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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78,642.46

项目
本期数

收到的税费返还

期末持股
数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比上年同期增减(%)

单位：元
科目

√适用 □不适用

2,387,279,005.63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91,565,929.86

-31.88% 主要系本期社保、差旅费下降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股东名称（
全称）

4,977,539

币种：人民币

3,450,328,590.33

2,249,646,811.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数量

人民币普通股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上年度末

种类

4,977,53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636,778,713.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单位：元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东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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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简称：横店影视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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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

1.3 公司负责人蔡征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公司代码：603103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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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6、《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