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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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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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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坚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淑垒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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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916,176.34 800,628,668.56 -4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205,847.84 10,233,648.67 -52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62,267,791.49 7,513,001.88 -92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3,291,113.10 -109,858,520.23 -112.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 -5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2 -5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 0.71%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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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552,526.97 2,677,822,545.45 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0,805,267.90 1,435,154,170.91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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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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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9,975.6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5,576.2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253,537.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2.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8,082.50

合计 19,061,94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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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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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昌盛日电新

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33% 154,911,124 81,818,182 质押 153,118,182

吴金兰 境内自然人 3.10% 16,388,605

太仓德源投资管

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 10,899,389 质押 10,076,859

郑瑞贞 境内自然人 1.70% 8,980,000

薛建新 境内自然人 0.62% 3,278,000

史双富 境内自然人 0.56% 2,982,000

于英 境内自然人 0.46% 2,444,000

段瑞庭 境内自然人 0.46% 2,406,735

金红 境内自然人 0.42% 2,200,200

魏一凡 境内自然人 0.38% 2,00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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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73,092,942 人民币普通股 73,092,942

吴金兰 16,388,605 人民币普通股 16,388,605

太仓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899,389 人民币普通股 10,899,389

郑瑞贞 8,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80,000

薛建新 3,2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78,000

史双富 2,9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82,000

于英 2,4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4,000

#段瑞庭 2,406,735 人民币普通股 2,406,735

#金红 2,20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200

魏一凡 2,005,379 人民币普通股 2,005,3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控股股东青岛昌盛日电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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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段瑞庭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股2,406,735股，股东金红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股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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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

货币资金 473,710,194.28 356,951,290.73 32.71%

本期票据贴现增加， 回笼资

金增加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00.00 100.00% 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21,905,085.12 49,035,669.98 -55.33%

本期用于后续贴现票据减

少。

其他应收款 949,823.00 147,022.17 546.04%

支付其他费用未收回发票所

致。

存货 490,483,163.98 347,329,873.67 41.22% 本期库存产品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21,594,949.80 109,390,000.00 193.99% 本期银行贷款增加。

应付账款 287,933,058.75 129,513,935.86 122.32% 本期原材料采购增加。

预收账款 26,997,464.43 57,179,740.53 -52.78% 本期收到预收货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18,556,649.73 32,178,280.65 -42.33% 本期支付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4,780,237.64 9,322,864.88 -48.73% 本期支付增值税减少。

未分配利润 134,615,225.36 177,821,073.20 -24.30%

本期由于疫情影响， 产品销

售不畅， 特别3月原油下跌，

售价下跌，计提库存跌价，导

致利润下降。

营业收入 453,916,176.34 800,628,668.56 -43.31%

本期由于疫情影响， 产品销

售不畅， 特别3月原油下跌，

售价下跌， 量价齐跌导致收

入减少。

营业成本 412,616,736.73 733,633,340.96 -43.76%

本期由于疫情影响， 产品销

售不畅， 特别3月原油下跌，

主要原料价格下跌， 量价齐

跌所致。

财务费用 9,974,428.64 17,373,835.31 -42.59%

本期年初贷款减少， 利息支

出减少，同时由于汇率变动，

本期调汇收益增加。

其中：利息收入 926,905.77 1,375,304.82 -32.60% 本期银行利息收入减少。

其他收益 16,622,820.00 100%

本期收到受疫情影响的社保

局稳岗补贴所致。

投资收益 2,409,113.97 11,068,685.73 -78.23% 本期理财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1,317,208.37 1,128,251.75 -216.75%

本期产品售价大幅下跌，应

收帐款减少， 信用减值减少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5,825,342.02 1,893,266.11 2848.63%

本期由于受疫情和3月原油

价格大幅下跌影响， 存货增

加及跌价， 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1,116.33 159,827.62 -131.98% 本期处置设备损失。

所得税 25,983.12 -100.00% 本期亏损，所得税费用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205,847.84 10,233,648.67 -522.19%

本期由于疫情影响， 产品销

售不畅， 特别3月原油下跌，

售价下跌，计提存货跌价，导

致利润下降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37,442,078.88 915,391,599.88 -41.29%

本期由于疫情影响， 产品销

售不畅， 特别3月原油下跌，

售价下跌，量价齐跌,收入减

少。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86,686.11 10,436,426.33 -83.84% 本期出口退税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811,696.00 3,045,808.18 550.46%

本期收到社保局的稳岗补

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6,000,000.00 28,480,000.00 588.20% 收回理财产品投资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544,326.23 11,202,412.14 -77.29% 本期收到理财收益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5,000.00 135,400.00 -81.54%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现金

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886,966.42 9,123,689.82 -79.32%

本期投入固定资产的现金减

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296,000,000.00 28,000,000.00 957.14%

本期支付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10,000.00 -100.00%

本期其他投资支付现金减

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61,796,459.30 155,914,198.25 67.91% 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4,484,437.57 100,100,000.00 -45.57% 本期归还贷款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291,113.10 -109,858,520.23 -112.36%

由于本期产品量价齐跌，货

款回笼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317,640.19 1,884,122.32 -5371.29%

本期投资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829,356.81 41,770,439.20 371.22%

本期借款金额大于还款金额,

净额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4,331,636.58 -67,595,994.44 -98.73%

本期借款金额大于还款金额,�

投资理财产品增加， 净额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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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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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00 10,000 0

合计 29,6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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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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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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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坚之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6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董事会第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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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九届董事会第13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于2020年4月23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形式由专人负责通知到各董事。公司现任董事八名全部出

席会议。公司三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坚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到会董事经讨论，以记名表决方式通过：

一、美达股份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8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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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二、美达股份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具体内容请参加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7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监事会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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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3日，本公司以书面送达或传真方式通知召开九届监事会第11次会议。2020年4月28日，本公

司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九届监事会第11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现任监事三人均出席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

一、《美达股份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美达股份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

议本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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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

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7]22号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8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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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2.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2017年7月5日《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相关规则执行以上会计政策。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日期

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对会计政策作出相应变更，并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

4.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5.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来明确规定。

根据新收入准则关于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应当根

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

调整，亦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以前年度相关财务指标，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

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

信息。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号）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我们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新收

入准则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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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7]22号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

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300054� � � �证券简称：鼎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6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300015� � � �股票简称：爱尔眼科 公告编号：2020-055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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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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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奕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颖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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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0,290.36 14,622,521.06 -3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52,154.55 -2,827,203.20 -14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414,311.20 -2,788,324.15 -2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55,499.28 -1,520,010.50 478.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5 -0.0034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5 -0.0034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5% -31.24%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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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24,152.29 156,865,960.12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4,988,524.87 -97,936,370.32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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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6.00 主要系公司处置房产所致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3,408,936.09 主要系计提诉讼案件利息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6,591.26

合计 -3,637,84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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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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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3% 199,205,920 0

质押 198,200,000

冻结 199,205,920

青岛通产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0% 33,019,20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16,509,600 0

定远德轮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6,886,900 0

何迟 境内自然人 0.68% 5,584,400 0

赵霄 境内自然人 0.50% 4,167,004 0

南充天益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3,189,901 0

蔡德山 境内自然人 0.38% 3,169,722 0

唐春山 境内自然人 0.31% 2,600,000 0

南充市城镇工业合作联社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8% 2,34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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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9,205,920 人民币普通股 199,205,920

青岛通产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33,01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19,2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5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9,600

定远德轮投资有限公司 6,886,900 人民币普通股 6,886,900

何迟 5,5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5,584,400

赵霄 4,167,004 人民币普通股 4,167,004

南充天益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3,189,901 人民币普通股 3,189,901

蔡德山 3,169,722 人民币普通股 3,169,722

唐春山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南充市城镇工业合作联社 2,342,218 人民币普通股 2,342,2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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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何迟通过证券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584,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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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590,460.96 26,600,000.00 -48.91%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应收账款 5,534,200.06 7,918,213.70 -30.11% 主要系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093,767.32 11,211,186.96 -45.65%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跨期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160,290.36 14,622,521.06 -30.52% 主要系本期医疗服务收入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138,299.86 95,280.72 45.15% 主要系本期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3,648,681.58 38,879.05 9284.70% 主要系公司诉讼案件计提利息所致

所得税费用 451.33 112,193.94 -99.60% 主要系本期公司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55,499.28 -1,520,010.50 478.65%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0,000.00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00,000.00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樱华医院进行利润分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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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股权相关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分别于2017年9月、2017年10月将所持华塑控股股份19,820万股分两笔质押予

湖北资管。由于华塑控股股价下跌，西藏麦田未能按时、足额追加质押股票或保证金，已造成实质违约。根

据合同约定，湖北资管已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并于2018年7月4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西藏麦田所

持有的华塑控股股票199,205,920股进行了司法冻结。作为西藏麦田、湖北资管债权债务纠纷解决措施，按

照西藏麦田、浦江域耀、湖北资管共同签署的《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浦江域耀已于2018年7月

24日将其持有的西藏麦田100%股权以让与担保的方式过户至湖北资管全资子公司新宏武桥名下。并且，西

藏麦田、浦江域耀、新宏武桥已于2018年8月3日共同签署了《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确定了李雪峰、张子若仍可保持对西藏麦田的控制，为华塑控股实际控制人。2018年8月24日，

经湖北资管申请，西藏麦田持有的华塑控股股票19,820万股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公司于2018

年12月3日收到西藏麦田转发的成都中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01执1611号之一】，西藏麦田及李雪峰

就前述《执行裁定书》提出异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4日、2018年12月4日披露的2018-098

号、2018-126号公告。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收到李雪峰出具的《情况通报》，同时李雪峰向公司转发了的

成都中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01执异1871号），李雪峰已决定对该民事裁定申请复议。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披露的2019-017号公告。

2、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相关事项

2020年4月10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0-018号、2020-020号公告）；召开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0-019号、2020-021号公告）。

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李雪峰先

生、吴奕中先生、黄颖灵女士、张波先生、文红星先生、李备战先生、李笛鸣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

事，其中，文红星先生、李备战先生、李笛鸣先生为独立董事；审议通过了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成员，王宇先

生、隋红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袁新瑞女士为公

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0-029号、2020-030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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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9,539.04 13,590,460.96 0

合计 -13,009,539.04 13,590,4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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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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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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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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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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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经征得全体董事同意，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十一届董事

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李雪峰先生

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雪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 推选李雪峰先生、吴奕中先生、李笛鸣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李雪峰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召集人；

2、 推选吴奕中先生、文红星先生、李备战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文红星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召集人；

3、 推选李雪峰先生、文红星先生、李笛鸣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李笛鸣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

员召集人；

4、 推选吴奕中先生、文红星先生、李笛鸣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文红星先生为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召集人。

上述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吴奕中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

关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黄颖灵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

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吴胜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

关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何欣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吴奕中先生简历：

吴奕中，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1994年至1998年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南京东路

分理处任会计；1998年至2010年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事后监督中心任监督员；2010年至2017年就职于中国

工商银行陆家嘴支行任理财经理；2017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吴奕中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其任

职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吴奕中先生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

黄颖灵女士简历：

黄颖灵，女，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1981年至1994年，曾任职于四川省南充市水

利水电工程公司会计主管；1994年调入天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职集团公司财务部会计主管、副部

长、部长，审计法规部部长，总经理助理；2011年12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10月起兼任公司董事。

黄颖灵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325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其任职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黄颖灵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吴胜峰先生简历：

吴胜峰，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员、证券事务专员，成

都盛帮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3年3月至2018年6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2018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吴胜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其任职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吴胜峰先生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

何欣女士简历：

何欣，女，中国国籍，1991年出生，本科学历。2014年12月至2018年6月任职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历任证券部部门助理、证券事务专员；2018年7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何欣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其任职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何欣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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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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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经征得全体监事同意，公司于同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其中，监事袁新瑞女士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王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 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

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164� � � �证券简称：通源石油 公告编号：2020-039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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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20年4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

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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