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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 465,639,019.99元，按实现净利润的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46,563,902.00元后， 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419,075,117.99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420,475,141.90元， 扣除

2019年已分配现金股利299,762,036.30元，2019年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2,539,788,223.59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定2019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90元（含税），共计200,447,672.31�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拓普集团

60168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明臻 龚玉超

办公地址 宁波市北仑区育王山路

268

号 宁波市北仑区育王山路

268

号

电话

0574-86800850 0574-86800850

电子信箱

wmz@tuopu.com gyc@tuopu.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与销售的模块化供应商，主营业务包括轻量化汽车底盘、内饰功

能件、汽车电子等产品。2、业务流程与经营模式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7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234,314,273.34 10,900,694,959.54 10,900,694,959.54 3.06 10,734,713,766.56

营业收入

5,358,953,813.60 5,984,017,661.79 5,984,017,661.79 -10.45 5,090,219,71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56,205,818.45 753,316,112.69 753,316,112.69 -39.44 738,000,25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14,524,818.47 678,177,958.16 678,177,958.16 -38.88 674,972,20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75,492,362.88 7,220,835,805.87 7,220,835,805.87 2.14 6,468,637,906.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39,421,359.40 605,331,546.49 605,331,546.49 104.75 929,012,976.04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43 0.71 1.04 -39.44 1.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0.43 0.71 1.04 -39.44 1.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6.25 11.01 11.01

减少

4.76

个百

分点

14.42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45,540,936.03 1,192,745,566.09 1,327,550,960.04 1,593,116,35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539,262.53 97,149,926.49 126,723,472.55 118,793,15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7,829,182.94 90,694,127.94 116,694,466.95 99,307,04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184,569.93 472,574,152.80 226,109,665.59 465,552,971.0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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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16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57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693,680,000 65.75 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896,265 1.79

未知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

－

平安银行

－

长安

国际信托

－

长安信托

－

定增长信

汇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622,970 1.10

未知 未知

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

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10,894,524 1.03

未知 未知

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392,554 0.99

未知 未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195,855 0.97

未知 未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9,566,750 0.91

未知 未知

平安资产

－

工商银行

－

鑫享

3

号资

产管理产品

8,447,217 0.80

未知 未知

邬建树

7,210,308 0.68 6,556,358

无

境外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5,990,189 0.57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宁波筑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

司的全资孙公司，系其一致行动人。邬建树先生持有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100%

股权。 除此以外， 公司未知以上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如下业绩：2019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59亿元，同比减少10.45%；报告期内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4.56亿元，同比减少39.44%。具体财务数据如下：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修订。

2：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

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本期无会计估计变更。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1

、宁波拓普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机电”）

2

、宁波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部件”）

3

、宁波拓普声学振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声动”）

4

、烟台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拓普”）

5

、柳州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拓普”）

6

、沈阳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拓普”）

7

、宁波拓普智能刹车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智能刹车”）

8

、

Tuopu North American Ltd

（以下简称“拓普北美”）

9

、宁波千汇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千汇”）

10

、

Tuopu North American USA Limited,INC

（以下简称“拓普北美（美国）”）

11

、四川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拓普”）

12

、青岛迈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迈高”）

13

、武汉拓普迈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拓普”）

14

、平湖拓普特种织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拓普”）

15

、上海拓为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拓为”）

16

、宁波拓普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工业自动化”）

17

、宁波拓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投资”）

18

、宁波域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域想电子商务”）

19

、宁波拓普驱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驱动科技”）

20

、拓普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国际”）

21

、宝鸡拓普迈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拓普”）

22

、台州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拓普”）

23

、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普汽车电子”）

24

、

Tuopu Do Brasil Autope?as Ltda.

（以下简称“拓普巴西”）

25

、

Tuopu Sweden Technology AB

（以下简称“拓普瑞典”）

26

、晋中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中拓普”）

27

、深圳拓为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拓为”）

28

、浙江拓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拓为”）

29

、四川迈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迈高”）

30

、湖南拓普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拓普”）

31

、

TUOPU (MALAYSIA) SDN.BHD.

（以下简称“拓普马来”）

32

、

Tuopu USA, LLC

（以下简称“拓普美国”）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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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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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9时在公司总部C-105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董秘办已于2020年4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邬建树先生召集并

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八名，实际出席董事八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报告即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拓普集团2019年年度报告》之“第三节《公司业务概

要》” 和“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请参阅。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2019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

告》（周静尧、王民权、周英）。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报告《拓普集团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相关报告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的相关报告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拟在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的各类业务。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暨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公司2020年度拟与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合作开展票据池业务， 并拟授权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共享最高不超过45亿

元的票据池额度。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关于2020年度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暨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

计服务。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 465,639,019.99元，按实现净利润的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46,563,902.00元后， 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419,075,117.99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420,475,141.90元， 扣除

2019年已分配现金股利299,762,036.30元，2019年末累计可供分配利润2,539,788,223.59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定2019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90元（含税），共计200,447,672.31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本议案的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19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关于确认2019年度关联交

易暨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本议案关联董事邬建树先生、吴伟锋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预测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拓普集团关于确认2019年度关联交易暨

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关联董事邬建树先生、吴伟锋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关于2020年度闲置募集资

金委托理财计划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关于2020年度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经营需要，拟对章程中相关条款予以修订和完善，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后续工商备案登记事宜。具体

修订条款如下：

《公司章程（2019年8月修订）》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注册名称：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Ningbo Tuopu Group Co., Ltd.

公司住所：宁波市北仑区黄山西路

215

号。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汽车用特种橡

胶配件、粘性连轴器（汽车四轮驱动用）、工程塑料、隔音件、内饰

件、密封件（国家限制的除外）的生产；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盘式

制动器、高强度紧固件制造；汽车减震器、锻造件、橡胶塑料制

品、车用模具、五金工具、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及备件的生产、研

发、测试（限制外商投资项目除外）；汽车模具、摩托车模具（含冲

模、注塑模、模压模等）、夹模（焊接模具、检验夹具等）设计、制

造；汽配、塑料制品、橡塑制品、机械设备、五金工具、电子电器的

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

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申请）。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当于会议

召开

3

日以前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情况紧急， 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 可以通过电

话、传真、邮件等快捷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

会议上作出说明。

第三条 公司注册名称：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Ningbo Tuopu Group Co., Ltd.

公司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育王山路

268

号。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

件批发；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

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

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

3

日前通过书面、电话、传真、邮件、短信、微信或其他即时通讯软件等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如遇特殊情况，可以提前

1

日通知召开临时董事

会。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召开临时董事会的，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可

以豁免上述提前通知的时间要求。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公司章程》（2020年4月修

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相关条款予以修订和完善，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后续工商备案登记事宜。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20

年4月修订）。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相关条款予以修订和完善，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后续工商备案登记事宜。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董事会议事规则》（2020年

4月修订）。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提名赵香球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拓普集团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

任暨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二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议程及其他相关事项，公司随后将根据时间安排发布提示性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次董事会上述议案中，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

十二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已对第七、十七、十八项议案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上述公告及

独立意见、核查意见公司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述第一、二、五、八、九、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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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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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月27日14时在公司总部C-105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4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颜群力先生召集并主持，应

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2019年度，按照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公司根据自身的实

际情况，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各项业务、各个环节的规范运行及经营风险的有效防范。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真实、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有序实施，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可以增强公司现金管理的灵活性。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

好，财务状况稳健，资产负债率在同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且公司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

能够有效防范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目前公司业务发展迅速，与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补充公司现金流，并将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

票据统筹管理，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利用率。且该业务属于低风险业务，公司已建立良好的风险管控措施，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合伙）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对其工作能力、敬业精神和负责

态度等方面均表示满意，并认为其勤勉尽责，具备足够的专业胜任能力。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续聘立信为2020年度审计机

构，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服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客观公允地反

映了公司真实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后认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了公司的业务发展

情况和资金状况，有利于未来更好地回报股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

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

定。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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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

关规定。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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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19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2019年度，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管理层已对

该议案中的交易内容作出妥善安排，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预测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预测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所预计产生的，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

上进行的，且已经过公司管理层充分讨论研究，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该议案中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必要的，定价方式是公允

的、合理的，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

本公司的独立性，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后同意公司2020年度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5,000万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用于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为自2020年7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度拟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在本次监事会所审议的上述议案中，第一、二、五、六、七、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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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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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将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102� 号）

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78,477,758� 股，发行价格为30.52�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2,395,141,174.16元，扣除发行费用34,712,005.0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360,429,169.09元。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17年5月9日全部到账，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5月9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出具了《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F10536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

度。

（二）2019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报告期内，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明细 金额

(

元

)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41,753,596.57

减：购买理财产品

2,727,000,000.00

加：赎回理财产品

2,637,000,000.00

减：定期存款存入转出

470,000,000.00

加：定期存款到期转回

470,000,000.00

减：划转错误支出（注）

460,000,000.00

加：划转错误收回（注）

460,000,000.00

减：

2019

年度使用

519,840,313.18

加：

2019

年存款利息收入减支付的银行手续费

39,974,493.50

减：本年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加：收回本年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570,000,000.00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41,887,776.89

注：公司划转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由于银行系统问题未能成功申购，于当日退回募集资金账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拓普集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5年

修订）（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并于2015年4月28日经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一直严格按照《管理

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根据《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

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于2017年5月已分别与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新碶支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2017年7月分别与宁波拓普底盘科技有限公司、保

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2017年8

月分别与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名称 账号 账户性质 期末余额（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分行

新碶支行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51972763288

活期存款

82,738,137.2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94110155300003444

活期存款

48,029,785.4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

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

公司

51010122000997527

活期存款

11,119,854.11

合计

141,887,776.89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1,984.03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4月18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不超过使用1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8年5月26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2018年6月7日，公司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7月、8月使用金额为5,000万元、47,000万元、5,000万元，累计使用金额为57,000万元，并分别于2019

年3月、2019年5月累计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57,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2019年6月24日，公司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授权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0

年6月30日止，其中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到期前须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此后，在上述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期限内（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及生产经营情况合理调

用资金，实际并未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2018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

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

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

月30日止，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2018年6月7日，公司

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2、2018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额度进行结构性

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拟新增最高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2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起至

2019年6月30日止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3、2019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

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5,

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0年6

月30日止，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2019年6月24日，公司

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4、2019年8月9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1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额度进行结构性存款

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拟新增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上

述议案之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

见。

公司2019年度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购买相关产品272,700.00万元，累计赎回相关产品263,700.00万元，截止

到2019年12月31日，尚有78,000.00万元未到期，具体交易明细如下表：

序号 受托方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委托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产负债表日是

否到期收回

1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18.10.25 2019.4.24

是

2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18,000.00 2018.11.12 2019.3.25

是

3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 2018.11.23 2019.5.22

是

4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 2018.11.23 2019.3.25

是

5

宁波银行北仑支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 2018.11.26 2019.2.25

是

6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 2018.12.28 2019.3.28

是

7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18.12.28 2019.2.14

是

8

宁波银行北仑支行 结构性存款

6,000.00 2019.2.26 2019.5.28

是

9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 2019.3.25 2019.9.25

是

10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17,000.00 2019.5.10 2019.6.25

是

11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 2019.5.10 2019.8.12

是

12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 2019.5.22 2019.6.28

是

13

宁波银行北仑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19.5.28 2019.6.25

是

14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17,000.00 2019.6.25 2019.12.25

是

15

宁波银行北仑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19.6.26 2019.7.26

是

16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19.6.28 2019.9.29

是

17

宁波银行北仑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19.7.29 2019.9.25

是

18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9,900.00 2019.8.12 2019.11.11

是

19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9,900.00 2019.8.12 2019.12.23

是

20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 2019.8.15 2019.9.16

是

21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19.8.15 2019.11.13

是

22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9.9.26 2019.12.23

是

23

华夏银行宁波北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28,000.00 2019.9.26 2019.12.31

是

24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19.9.29 2019.10.30

是

25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 2019.9.30 2019.12.30

是

26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款

4,900.00 2019.10.30 2019.12.2

是

27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9,000.00 2019.11.12 2019.12.23

是

28

宁波银行新碶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9.12.23 2020.6.23

未到期

29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19.12.25 2020.2.25

未到期

30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9.12.25 2020.3.25

未到期

31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9.12.25 2020.6.23

未到期

32

宁波银行新碶支行 结构性存款

17,000.00 2019.12.26 2020.6.23

未到期

33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19.12.31 2020.1.31

未到期

34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15,000.00 2019.12.31 2020.3.31

未到期

35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 2019.12.31 2020.6.30

未到期

36

宁波银行新碶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19.12.31 2020.6.30

未到期

37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定期存款

10,000.00 2019.3.25 2019.9.25

是

38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定期存款

17,000.00 2019.3.25 2019.6.25

是

39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定期存款

4,000.00 2019.3.28 2019.9.30

是

40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定期存款

13,000.00 2019.6.25 2019.12.25

是

41

浦发银行宁波开发区支行 定期存款

3,000.00 2019.6.25 2019.7.30

是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19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调

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即将公司募投项目“汽车智能刹车系统项目” 和“汽车电子真空泵项目” 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由

2019年5月调整至2022年5月。独立董事及公司持续督导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2、2019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公司拟

再次在募投项目汽车智能刹车系统项目的2个实施主体间（即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调

整产能建设分配，即由全资子公司宁波拓普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在首次承担30万套产能建设的基础上，本次新增25万套产能建

设，对应投资金额为32,000万元，对应的实施地点为杭州湾新区。公司后续将以增资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拓普电子。同时，宁

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应减少25万套产能建设。 独立董事及公司持续督导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36,042.9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984.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3,954.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1)-(2)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

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

、 汽车智

能刹车系

统项目

否

196,

174.00

193,

330.91

193,

330.91

40,745.90

136,

430.44

56,900.47 70.57

尚处于建

设期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2

、 汽车电

子真空泵

项目

否

43,

340.12

42,

712.01

42,

712.01

11,238.13

17,

523.77

25,188.23 41.03

尚处于建

设期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239,

514.12

236,

042.92

236,

042.92

51,984.03

153,

954.21

82,088.71 65.22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

、智能刹车系统

IBS

，全新一代智能制动系统，是无人驾驶必不可少的核心部件。作

为全新开发的项目，

IBS

尚处于验证和市场预推广阶段。公司预计该项目到达产状态

还需延长三年建设期至

2022

年

5

月。

2

、电子真空泵

EVP

，是汽车刹车系统的重要部件。自立项以来，公司紧跟国际龙

头，先后研发了柱塞式电子真空辅助泵、叶片式电子真空辅助泵和面向新能源汽车

的叶片式电子真空独立泵等三代产品， 陆续向众多客户供货并应用于各类节能车

型。该项目当前尚处于产能建设和产量爬坡期。达成既定目标，公司预计需延长建设

期三年至

2022

年

5

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见“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见“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下转B24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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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邬建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铁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洪铁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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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3,054,085.22 11,234,314,273.34 -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480,048,140.55 7,375,492,362.88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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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89,140.53 75,184,569.93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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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384,143.64 1,245,540,936.03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693,185.36 113,539,262.53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615,907.77 107,829,182.94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53 1.56

减少

0.0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1 0.16 -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1 0.16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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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8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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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8,8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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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4,2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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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8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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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7

所得税影响额

-1,152,019.64

合计

6,077,2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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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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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693,680,000 65.75 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191,640 2.2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融通中国风

1

号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5,036,020 1.43

未知 未知

平安资产

－

工商银行

－

鑫享

3

号资产管理产品

10,100,622 0.96

未知 未知

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9,081,274 0.86

未知 未知

邬建树

7,210,308 0.68 6,556,358

无 境外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5,763,089 0.55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5,580,970 0.53

未知 未知

宁波筑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07,630 0.5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5,336,911 0.51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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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693,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3,68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191,64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1,6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融通中国风

1

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36,020

人民币普通股

15,036,020

平安资产

－

工商银行

－

鑫享

3

号资产管理产品

10,100,622

人民币普通股

10,100,622

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081,274

人民币普通股

9,081,27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5,763,089

人民币普通股

5,763,08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580,970

人民币普通股

5,580,970

宁波筑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07,630

人民币普通股

5,407,63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5,336,911

人民币普通股

5,336,911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4,797,712

人民币普通股

4,797,7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宁波筑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资孙公司，系其一

致行动人。邬建树先生持有迈科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

司

100%

股权。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以上股东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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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510,000,000.00 780,000,000.00 -34.62%

主要系本期理财金额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621,020,904.60 440,734,534.85 40.91%

主要系本期收到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8,288,851.89 13,981,969.00 -40.72%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退回的土地保证

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5,723,366.86 97,855,571.08 38.70%

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 设备款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69,956,529.60 118,780,048.70 -41.10%

主要系上年年终奖发放所致

预收款项

0.00 24,717,751.02 -100.00%

主要系本期末预收款项余额根据新收

入准则计入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20,495,275.36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末预收款项余额根据新收

入准则计入合同负债所致

长期借款

150,000,000.00 182,500,000.00 -17.81%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1.�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 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7,461,915.21 6,224,537.02 19.88%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4,138,818.29 3,492,097.98 18.52%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024,203.44 8,609,415.72 -64.87%

主要系本期联营、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减

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1,196,329.61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

损失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至信用减

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165,568.31 5,772,159.72 -137.52%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

损失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至信用减

值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39,033.45 221,623.99 413.95%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76,183.25 314,726.98 -75.79%

主要系本期售后服务费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589,140.53 75,184,569.93 11.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571,994.63 112,451,977.91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591,803.93 615,858.95

不适用

项 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32,569,577.02 60,282,474.27 -45.97%

主要系本期支付运费、仓储费

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12,626,750.00 773,832,482.11 -59.60%

主要系本期赎回理财产品金

额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71,500.00 234,084.52 -26.74%

主要系本期处置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0 405,616,600.00 -90.14%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金

额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00 32,1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借款金

额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25,000,000.00 20.00%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金

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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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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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邬建树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