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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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树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伟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董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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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422,587.70 330,086,892.14 3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702,498.17 1,872,614.02 1,05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7,321,970.19 -989,899.19 83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761,567.82 34,870,194.66 -196.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7 0.0040 1,04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7 0.0040 1,04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 0.13%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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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9,083,685.64 2,650,777,306.63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6,365,160.77 1,472,224,767.29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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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2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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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7,233.3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606,154.8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48,108.12

合计 14,380,52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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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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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光洋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8% 138,833,877 0 0

程上楠 境内自然人 9.41% 45,844,218 34,383,163 0

天津天海同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6% 25,629,680 19,634,082

质押 25,620,000

冻结 25,629,680

朱雪英 境内自然人 5.15% 25,100,515 0 0

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0% 14,151,593 0 质押 13,653,749

吕超 境内自然人 2.25% 10,945,658 10,945,658

质押 10,850,000

冻结 10,945,658

常州信德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3% 10,383,138 7,787,354 0

CHENG�JOAY 境外自然人 2.03% 9,876,780 0 0

邵伟 境内自然人 0.87% 4,224,900 0 0

李树华 境内自然人 0.71% 3,450,000 3,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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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 138,833,877 人民币普通股 138,833,877

朱雪英 25,100,515 人民币普通股 25,100,515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4,151,593 人民币普通股 14,151,593

程上楠 11,461,055 人民币普通股 11,461,055

CHENG�JOAY 9,876,780 人民币普通股 9,876,780

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 5,995,598 人民币普通股 5,995,598

邵伟 4,224,9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4,900

常州信德投资有限公司 2,595,784 人民币普通股 2,595,784

计华投资管理公司 2,290,553 人民币普通股 2,290,553

#廖玉文 2,19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就公司所知晓的范围内，公司董事长李树华先生担任光洋控股董事、总经理；公司董事、名誉董

事长程上楠先生与CHENG�JOAY女士为叔侄关系，程上楠先生持有信德投资63.7%的股权；吕

超先生为天海集团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和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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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预付款项 35,468,474.38 11,435,600.38 210.16%

主要是全资子公司威海世一电子

有限公司购买设备所致

在建工程 73,278,440.13 39,973,371.41 83.32%

主要是全资子公司威海世一电子

有限公司增加长期资产投资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增加 442,422,587.70 330,086,892.14 34.03%

主要是商用车市场份额与收入增

加及新项目批产贡献所致

管理费用 41,500,722.97 24,787,470.49 67.43%

主要是并购威海世一电子有限公

司所致

研发费用 15,522,484.92 11,641,522.05 33.34% 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007,620.87 1,959,802.91 410.64% 主要是利润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761,567.82 34,870,194.66 -196.82%

主要是本期回款以承兑汇票为主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992,861.77 -201,581.81 4361.15% 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449,343.44 12,887,640.63 400.09% 主要是收到股权激励投资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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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11日公司与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主体” ）签署了《和解

协议》，就公司与补偿义务主体之间关于2017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发生的争议纠纷达成和

解，补偿义务主体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和解款项共计人民币69,227,149.81元。补偿

义务主体已向公司支付和解款共计人民币6,200万元，剩余和解款项余款7,227,149.81元的支付

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努力督促补偿义务主体支付剩余和解款项余款。若剩余和解款

项余款不能按时支付，公司将委托诉讼律师团队采取司法途径依法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年8月11日公司与天海集团、吕超、薛桂

凤（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主体” ）签署了

《和解协议》，就公司与补偿义务主体之间

关于2017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发生的争

议纠纷达成和解，补偿义务主体按照《和解

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和解款项共计人民

币69,227,149.81元。补偿义务主体已向公司

支付和解款共计人民币6,200万元，剩余和

解款项余款7,227,149.81元的支付仍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努力督促补偿义务主

体支付剩余和解款项余款。若剩余和解款

项余款不能按时支付，公司将委托诉讼律

师团队采取司法途径依法维护公司及股东

利益。

2021年04月27日

《关于未收到业绩补偿余款暨《和解协议》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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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超;天津天

海同步集团有

限公司;薛桂

凤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天海集团、吕

超、薛桂凤同

意对天海同步

2015年度、

2016年度及

2017年度的净

利润作出承

诺，并就实际

盈利数不足承

诺净利润数的

情况对光洋股

份进行补偿。

承诺：天海同

步2015年度、

2016年度和

2017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4,160万

元、5,408万元

和7,031万元。

2014年12月07

日

2018年6月30

日

超期未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2020年8月11日公司与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主体” ）签署了《和解协

议》，就公司与补偿义务主体之间关于2017年度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发生的争议纠纷达成和解，

补偿义务主体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和解款项共计人民币69,227,149.81元。补偿义

务主体已向公司支付和解款共计人民币6,200万元，剩余和解款项余款7,227,149.81元的支付仍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努力督促补偿义务主体支付剩余和解款项余款。若剩余和解款项

余款不能按时支付，公司将委托诉讼律师团队采取司法途径依法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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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734,000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

司实际累计使用募集资金342,583,458.61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为14,304,348.39元，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22,544,920.93元。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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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

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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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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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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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树华

2021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002708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21）043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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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经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在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52号公司1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董事4名，以通讯方式参会

董事5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

董事长李树华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的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4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资产整合并对扬州光洋

世一缴纳注册资本的议案】

详见公司2021年4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002708� � �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21）046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资产整合并对扬州

光洋世一缴纳注册资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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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整合电子业务板块产业内部资

源，发挥协同优势，降低管理费用，加快布局汽车电子产业链，将对下属三家全资子公司：扬州

光洋世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光洋世一” ）、威海世一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威海世一” ）、威海高亚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高亚泰” ）进行资产整合重组，

公司首先以持有的威海世一、威海高亚泰的100%股权对扬州光洋世一出资（缴纳注册资本），

使威海世一、威海高亚泰成为扬州光洋世一的全资子公司；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威海世一再

吸收合并威海高亚泰。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威海高亚泰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

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威海世一承继。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

公司资产整合并对扬州光洋世一缴纳注册资本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实质性影响。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介绍

1、扬州光洋世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1年01月25日

法定代表人：郑伟强

营业期限：2021年01月25日至2051年01月24日

住所：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88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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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贸易经纪；销售代理；国内贸

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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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结构：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2、威海世一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柒亿壹仟叁佰叁拾陆万肆仟伍佰捌拾肆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1年04月05日

法定代表人：李树华

营业期限：2001年04月05日至2031年04月04日

住所：威海出口加工区国泰路8号

经营范围：生产电子线路板、电子元器件、销售本公司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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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股本结构：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3、威海高亚泰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柒佰捌拾柒万柒仟叁佰叁拾壹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01日

法定代表人：张建钢

营业期限：2005年12月01日至2030年11月30日

住所：威海出口加工区香港路69号303室

经营范围：从事电子线路板及电子元器件的生产，销售本公司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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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结构：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资产整合的范围及相关安排

1、根据扬州光洋世一《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认缴扬州光洋世一出资20,000万元。在2021年

12月31日前公司以持有的威海世一和威海高亚泰的100%股权，并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评

估基准日）威海世一和威海高亚泰的评估价值合计10,001万元（威海世一评估价值为6,751.09

万元、威海高亚泰评估价值为3,249.91万元）对扬州光洋世一缴纳注册资本10,000万元，余额记

入扬州光洋世一资本公积；在2026年12月31日前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

2、在办理扬州光洋世一缴纳注册资本完毕后，对威海世一和威海高亚泰进行股东变更，扬

州光洋世一分别持有威海世一和威海高亚泰100%的股权， 威海世一和威海高亚泰成为扬州光

洋世一的全资子公司。

3、在办理扬州光洋世一缴纳注册资本和威海世一、威海高亚泰股东变更完毕后，威海世一

拟以“吸收合并” 方式合并威海高亚泰，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威海高亚泰的独立法人资格将

被注销，其全部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威海世一承继。依照相关规定，合并

各方将书面通知其所有的债权人有关合并的消息，并在报纸上就有关合并事宜作出公告。合并

双方将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签订吸收合并协议，共同完成资产转移、权属变更、职工安置、工

商登记等相关程序和手续。

4、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上述三家公司管理层签署包括但不限于扬州光洋世

一缴纳注册资本、威海世一和威海高亚泰变更股东、威海世一和威海高亚泰合并等相关文件并

办理变更登记事宜。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资产重组整合有利于整合公司电子业务板块产业内部资源，优化管理结构，降低

营运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扬州光洋世一、威海世一和威海高亚泰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

报表已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实质

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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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续文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续文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新

侠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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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0,550,826.94 4,048,898,332.23 4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829,097.05 50,980,357.36 6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76,254,267.78 51,183,090.88 4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5,705,560.04 -199,951,828.35 -207.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7 6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7 6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1.48%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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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1,071,264.83 14,133,717,238.25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10,764,843.40 3,628,935,746.3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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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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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7,791.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70,902.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71,327.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82,536.37

合计 5,574,82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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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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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医疗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36% 41,876,431 0

中国光大集团股

份公司

国有法人 14.12% 41,180,805 41,180,805

北京海淀置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7% 12,760,800

中协宾馆 国有法人 4.17% 12,169,368

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2.41% 7,043,022

北京市盛丰顺业

投资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2% 5,014,826

施建刚 境内自然人 1.69% 4,92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3% 4,454,900

尹俊涛 境内自然人 1.25% 3,657,271

北京市房山区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0.98% 2,85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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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41,876,431 人民币普通股 41,876,431

北京海淀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2,7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60,800

中协宾馆 12,169,368 人民币普通股 12,169,368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7,043,022 人民币普通股 7,043,022

北京市盛丰顺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5,014,826 人民币普通股 5,014,826

施建刚 4,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2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54,9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4,900

尹俊涛 3,657,271 人民币普通股 3,657,271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2,856,337 人民币普通股 2,856,337

北京宏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790,808 人民币普通股 1,790,8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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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表项目

资产负债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5,842,830.45 28,748,943.42 -44.89%

公司期初票据已到期收款，本季度加强现款回款力度，减少

票据收款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67,098,552.88 98,269,001.06 -31.72% 公司长摊按照新租赁准则实现费用化所致

应交税费 76,810,862.62 116,055,661.64 -33.82%

子公司年初税金已经缴纳，本季度内多数公司税金由季度缴

纳调整为按月缴纳所致。

其他应付款 491,991,021.46 361,710,392.47 36.02%

因临时借支少数股东款及权责发生制核算待支付款暂时挂

账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8,153,769.52 44,469,816.43 -36.69% 已经支付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一、营业总收入 5,810,550,826.94 4,048,898,332.23 43.51%

随疫情防控到位，公司积极拓展业务

实现增长

二、营业总成本 5,636,858,890.89 3,936,300,274.42 43.20% 因收入增长而相应成本增长

其中：营业成本 5,305,306,506.24 3,679,357,298.16 44.19% 因收入增长而相应成本增长

税金及附加 8,195,593.99 6,228,560.20 31.58% 因收入增长而相应应税增长

销售费用 215,255,266.55 153,147,544.00 40.55% 因收入增长而相应工资及费用增长

加：其他收益 9,004,175.40 5,449,204.73 65.24% 收到政府补贴增长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72,500.00 -100.00% 本季度无投资收益而导致变动比例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

列）

16,236,219.00 -4,444,748.22 -465.29%

本季度强化应收款管理，收回部分超

账期应收款从而计提坏账冲回。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

353,616.05 -102.56 -344889.44% 本季度处置资产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

列）

199,285,946.50 113,429,911.76 75.69%

公司积极拓展业务，增加收入，加强

管理，努力提升盈利水平

加：营业外收入 4,650,058.24 29,228.99 15809.06% 应无法支付的应付款转入所增长

减：营业外支出 1,879,156.11 3,299,170.63 -43.04% 捐赠支出减少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

填列）

202,056,848.63 110,159,970.12 83.42%

公司积极拓展业务，增加收入，加强

管理，努力提升盈利水平

减：所得税费用 57,169,021.73 28,439,353.20 101.02% 因利润增长相应税增长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

列）

144,887,826.90 81,720,616.92 77.30% 因利润增长相应税增长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829,097.05 50,980,357.36 60.51% 因利润增长相应税增长

2.少数股东损益 63,058,729.85 30,740,259.56 105.13%

因控股子公司盈利增长水平高于净

利润增长

三、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821,044,035.50 4,988,937,778.28 36.72% 本季度加大回款催收工作力度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6,770,431.67 4,989,483.96 35.69% 因收入增加相应税收返还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3,913,512.56 119,039,299.03 -37.91% 租金收入等在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901,727,979.73 5,112,966,561.27 34.98%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管控现金流量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0,028,691.17 113,749,004.09 31.89% 因收入增加应税缴纳随之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7,152,774.30 118,990,633.58 65.69% 因收入增加相应的营运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686,022,419.69 5,312,918,389.62 25.84% 重视和加大对现金流量支出的管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705,560.04 -199,951,828.35 -207.88%

重视和加大对现金流量净流量的管

控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60,220.00 33,849.85 77.90% 处置闲置固定资产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5,809.04 33,849.85 94.41% 总金额不大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373,939.47 6,074,052.26 -27.99% 本季度购建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461,300.00 -100.00% 本季度无投资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73,939.47 9,535,352.26 -54.13% 投资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8,130.43 -9,501,502.41 -54.66% 投资减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900,000.00 16,520,000.00 -70.34% 本季度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减少所致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4,900,000.00 16,520,000.00 -70.34% 本季度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56,000,000.00 915,390,575.00 -50.19% 本季度因回款好银行借款减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614,165.60 73,997,500.00 -61.33% 本季度借支少数股东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89,514,165.60 1,005,908,075.00 -51.34% 减少向银行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29,906,088.51 889,710,367.71 4.52%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88,469,551.85 53,093,925.09 66.63% 加大控股子公司分红管理力度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40,979,293.05 6,476,836.28 532.71% 加大控股子公司分红管理力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0,522,440.62 55,201,250.00 -62.82% 归还少数股东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9,383,915.38 7,902,532.20 -7052.00% 综合以上原因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7,986,485.77 -201,550,798.56 67.69% 综合以上原因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86,398,563.05 1,431,363,928.68 31.79% 综合以上原因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48,412,077.28 1,229,813,130.12 25.91% 强化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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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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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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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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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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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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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嘉事堂 证券代码： 002462� � � �公告编号：2021-036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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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2021年4月25日以信息、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14时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表决的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

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1年一季度报告》

2021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8.1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3.5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0.82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60.5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非后的主营业务净利润0.76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8.98%。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 2021�年 4�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1年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034）详见2021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21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35）详见2021年4月3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简称：嘉事堂 证券代码： 002462� � � �公告编号：2021-037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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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2021年4月25日以信息、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14时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的监事9名，实际表决的监事9名，会议由监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

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1年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21年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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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034） 详见2021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1-035）详见2021年

4月3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300556� � � �证券简称：丝路视觉 公告编号：2021-054

丝路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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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首次授予中1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辞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意公司注销

上述14�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共计239,000份。同时，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18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标准系数为

0.75,�同意公司注销上述18人已获授但尚未达到行权条件的部分股票期权共计38,100份；8名

激励对象考核“不合格”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标准系数为0，同意公司注销上述8人已获授但

尚未达到行权条件的本期全部股票期权共计132,800份。综上，同意公司注销上述股票期权合

计409,900份。针对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应

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new/index上披露的《关于注销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31）。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上述409,900份股票期权已于

2021年4月29日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丝路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17� � �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2021－30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暨2021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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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1年4月28、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为使投资者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发展战略、生产经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1年5月10日在

“互动易平台” 举办2020年度暨2021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业

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相关安排

（一）召开时间：2021年5月10日（周一）下午15:00-16:00。

（二）召开方式：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

（三）参与方式：广大投资者可以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

com.cn） “云访谈”栏目进入公司2020�年度暨2021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交流。

（四）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解旗先生，董事、总裁谢志雄先生，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皮

丽珍女士，副总裁程晓文先生，财务负责人郭利荣女士。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

问题， 投资者可提前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进入公司2020年度暨2021年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 也可于2021年5月7日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邮箱：

sgss@baosteel.com，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欢迎投资者积极参与本

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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