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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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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1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0年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下午15:00

至17:00时举行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科伦药

业投资者关系”参与互动交流。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中搜索“科伦药业投资者关系”小程序；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根据提示授权登入“科伦药业投资者关系”微信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董事长 刘革新先生

独立董事 李越冬女士

科伦研究院副院长 陈得光先生

副总经理 戈韬先生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赖德贵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冯昊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21-19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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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为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0年度经营情况和公司发展战略，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1年5月7日（星期五）15：00-17:00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举行2020年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相关安排

1、会议主题：2020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2、召开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

3、召开方式：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

4、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 栏

目远程参与。

5、公司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朱国锭先生、总经理赵大春先生、董事会秘书蔡祝平先生、财务总监段建

平先生。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提高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0年年度网上

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提前登录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访谈”栏目进入公司2020年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页面进

行提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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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海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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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84,919.88 157,012,600.06 -5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67,948.59 10,309,269.64 -22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274,494.05 11,271,079.81 -217.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678,791.31 34,016,509.11 -149.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9 0.0100 -22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9 0.0100 -22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 1.67%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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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330,609.39 823,707,532.72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7,555,583.74 640,823,532.33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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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8.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27.18

合计 6,54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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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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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明 境内自然人 14.00% 144,138,394 0 质押 144,130,000

郁琴芬 境内自然人 10.13% 104,318,725 0 质押 99,860,000

昆山市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63% 68,291,154 0

赵龙 境内自然人 4.18% 43,062,918 0 质押 40,000,000

广州盛景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2% 30,100,000 0

质押 30,000,000

冻结 30,100,000

陈建国 境内自然人 2.53% 26,096,809 0 质押 23,000,000

昆山创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7,709,968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生物医

药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8% 5,920,103 0

黎婉茹 境内自然人 0.22% 2,289,100 0

林强 境内自然人 0.16% 1,6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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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明 144,138,394 人民币普通股 144,138,394

郁琴芬 104,318,725 人民币普通股 104,318,725

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8,291,154 人民币普通股 68,291,154

赵龙 43,062,918 人民币普通股 43,062,918

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30,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62,918

陈建国 26,096,809 人民币普通股 26,096,809

昆山创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709,968 人民币普通股 7,709,96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5,920,103 人民币普通股 5,920,103

黎婉茹 2,2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9,100

林强 1,63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6,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向公司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股东中，陆克平拥有王洪明、

郁琴芬、赵龙、陈建国等账户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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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科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5,891,192.89 54,591,460.06 -34.25% 报告期支付上年末应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2,646,182.77 6,902,764.38 -61.66% 报告期全资子公司广西洲际收回代垫地租款

应付账款 36,209,513.92 57,633,811.86 -37.17%

报告期支付上年末应付地租款、养护费、工程

款等

应付职工薪酬 236,209.23 2,912,384.73 -91.89% 报告期支付上年末未付工资薪酬

应交税费 6,695,806.32 11,422,285.95 -41.38%

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支付上年度企业

所得税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0,884,919.88 157,012,600.06 -54.85%

本报告期用材林销售同比减少致营业收入减

少

营业成本 18,443,116.03 81,342,214.91 -77.33%

本报告期用材林销售同比减少致营业成本同

比减少

管理费用 16,037,931.55 27,676,474.80 -42.05%

本报告期全资子公司广西洲际管理费用减

少，北京四环管理费用减少

研发费用 20,679,688.39 2,553,049.60 710.00%

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推广咨询费增

加，上年同期因疫情减少

其他收益 4,118.28 8,173.60 -49.61% 报告期全资子公司广西洲际稳岗补贴减少

投资收益 -152,864.13 -57,637.27 -165.22%

报告期联营公司盈利减少， 按权益法核算投

资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232,982.78 -2,125,359.22 -89.04%

报告期应收账款周转加快， 预期信用损失较

期初计提减少

营业外收入 2,427.18 22,561.34 -89.24% 报告期全资子公司广西洲际营业外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0.00 992,545.00 -100.00% 报告期全资子公司广西洲际营业外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94,068.02 751,343.98 -112.52%

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报告期亏损， 所得税费

用减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76,315,858.06 123,924,137.47 -38.42% 本报告期用材林销售同比减少致回款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24,560,786.60 16,471,190.41 49.11%

报告期支付上年末应付款项同比增加， 应付

款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6,542,626.09 4,601,327.56 42.19%

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支付上年度企业

所得税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678,791.31 34,016,509.11 -149.03%

报告期用材林销售回款减少， 生产经营活动

付款增加，使经营活动净流入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857,200.00 573,681.20 223.73% 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在建工程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57,200.00 -573,681.20 -223.73% 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北京四环在建工程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8,250.01 54,299,308.25 -99.65%

本报告期无用于偿还企业的往来款， 现金流

出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8,250.01 -54,299,308.25 99.65%

本报告期无用于偿还企业的往来款， 现金流

出减少，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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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煜

2021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1-18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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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28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本公司于

2021年4月17日以电话方式发布了召开董事会的通知。出席会议董事应到5名，实到5名，分别为郭煜、强琦、

徐小娟、刘卫、钱国双。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以下决议及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1-19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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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

式召开，本公司于2021年4月17日以电话方式发布了召开监事会的通知。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分别

为王雷、贡小莉、徐立科。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雷主持，经

与会监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1-21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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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

知》（财会〔2018〕35号），对于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实施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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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

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对公司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主要内容：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

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 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

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 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

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 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

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 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

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对公司的影响：根据新租赁准则，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租

赁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

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追溯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执行新租赁准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并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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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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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1-22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签署代理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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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概述

2021年4月27日，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北京海泰克医疗器械有

限责任公司与北京东方泰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泰华” ）签订了《心电监测设备及服务底

价销售总代理协议书》（以下简称“代理协议” ）。

东方泰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签订代理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北京东方泰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伟

注册资本：4,585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9月14日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街10号B座六层西侧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工程总承包；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影视策划；文艺创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及展览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不含棋牌）；销售电子产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Ⅱ类医疗器械；销售第Ⅲ类医疗器械；生产第

II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生产第II类医疗器械、销售第Ⅲ类医疗器

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东方泰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东方泰华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北京东方泰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海泰克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2、产品及服务内容：TKECG-H01单道心电记录仪；礼品类产品服务：一年期VIP服务，包括：全年不限

次测量结束出具医师分析结果，全年不限次紧急心电预警20次动态心电图报告，制定个性化测量计划测量

计划提醒服务。

3、代理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代理到期后视双方合作意愿续签代理协议。

4、代理条件和权益：除已有京东自营销售平台外，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委托乙方为产品及服务底

价销售全国市场唯一代理商，发展的其它代理商均需通过乙方窗口招商；通过乙方发展的用户在今后的服

务费续费，甲乙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分成，具体金额以双方确认的用户续费数量及金额为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代理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目前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抓住市场先机，积极开拓医疗器械业务

领域，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由于本次代理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 目前无法预测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心电监测设备及服务底价销售总代理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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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述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自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道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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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29,279,105.43 18,357,445,724.02 1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399,007,248.25 9,889,074,607.01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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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685,261.41 572,569,553.19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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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306,161.61 3,071,837,888.45 4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44,348,535.67 339,269,165.27 6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8,220,722.67 342,748,701.29 62.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9 3.76 增加1.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1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5 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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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8,9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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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8,7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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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7,332.8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416,613.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70,325.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89,012.3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611,102.77

所得税影响额 -3,328,842.01

合计 -13,872,1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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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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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21,417,124 22.76 0 无 国有法人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344,021,882 15.01 0 无 国有法人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326,283,920 14.24 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4,011,846 4.10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676,530 1.95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9,900,903 0.87 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中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205,673 0.75 0 无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智造

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295,568 0.54 0 无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高端

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253,848 0.53 0 无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新兴产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481,188 0.46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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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21,417,124 人民币普通股 521,417,124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344,021,882 人民币普通股 344,021,882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326,283,92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83,9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4,011,846 人民币普通股 94,011,84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676,530 人民币普通股 44,676,5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900,903 人民币普通股 19,900,90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盘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7,20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7,205,67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智造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295,568 人民币普通股 12,295,56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高端制造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12,253,848 人民币普通股 12,253,8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481,188 人民币普通股 10,481,1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和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均独立行使表决权， 彼此间不存在一致行

动的情形。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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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元） 上年末余额（元）

增减比例

（％）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662,557,345.15 849,915,471.55 330.93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生益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募集资金结余，以及

本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增加货

币资金余额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65,802,388.2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陕西生益科技

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政府

收储，转持有待售资产所致。

使用权资产 77,587,840.06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所致。

合同负债 21,787,217.34 31,990,795.31 -31.90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益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上期预收销售商品

货款，本期完成收入确认所致。

应交税费 166,092,989.28 125,481,110.89 32.36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及应交税费-企业所得税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297,634.95 3,048,361.26 -57.43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益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上期预收销售商品

货款，本期完成收入确认，对应的

待转销项税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788,165,836.00 604,975,836.00 30.28

主要系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增

加长期借款所致。

租赁负债 70,177,213.14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影响

所致。

资本公积 3,760,067,564.44 2,795,274,733.47 34.52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益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溢价

所致。

专项储备 422,449.06 203,107.06 107.99

主要系本期下属公司汨罗万容固

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提取专项储

备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803,603,466.49 754,245,938.12 139.13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益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发行募集，股东

权益增加，少数股东权益相应增加

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本期数(1-3月)（元） 上年同期数(1-3月)（元）

增减比例

（％）

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4,505,306,161.61 3,071,837,888.45 46.66

主要系相比上年同期公司覆铜板

销售量增长、销售价格提升所致。

营业成本 3,246,187,409.09 2,189,655,842.39 48.25

主要系本期原材料涨价，以及覆铜

板销量增加对应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29,086,143.75 15,861,849.28 83.37

主要系本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增加，对应的税金及附加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219,431,415.61 158,383,410.40 38.54

主要系随公司利润增加计提奖金

相应增加，以及随下属公司江西生

益科技有限公司投产相应管理费

用增加等所致。

投资收益 7,867,894.50 -625,907.65 不适用

主要系本公司下属联营企业江苏

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盈

利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173,226.00 -19,392,393.72 57.85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东莞生益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3,928,363.09 -11,990,085.82 -182.97

主要系本期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

加，相应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423,009.60 -11,308,185.71 -160.19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益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本期计提存货跌价

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608,927.11 80,445.4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益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处置发生

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134,559.55 40,269.22 234.15

主要系公司本期确认供应商违约

金形成收入等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0,071,669.14 61,789,586.14 61.96

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润总额增加，相

应增加计提所得税费用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目 本期数(1-3月)（元）

上年同期数(1-3月)

（元）

增减比例

（％）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50,685,261.41 572,569,553.19 31.11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18,049,602.53 326,172,309.70 672.00

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生益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募集

资金款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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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述峰

日期 2021年4月30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600183� � � �公告编号：2021一045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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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

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不重述2020年末可比数，只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

关项目金额。

一、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8年12月7日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

一租赁》（财会【2018】35号）（简称“新租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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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原采用的相

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情况

2021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及对公司影响的议案》，同意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表决情况：全体董事（11名）表决

同意，全体监事（3名）表决同意。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

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

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

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

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

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财务报告中完善和增加关于租赁的相关内容。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要求， 公司自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不重述

2020年末可比数，只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

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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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

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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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租赁》（财会【2018】35

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租赁》（财会【2018】35号）

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600183� � � �公告编号：2021一04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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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以邮件方式向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本次会议应参加的监

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一致认为：

（1）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

（2）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3）季报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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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及对公司影响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租赁》（财会【2018】35号）的要

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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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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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以邮件方式向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本次

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刊登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登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及对公司影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上述议案经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广东生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

三、上网公告附件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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