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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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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2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直接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河钢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河钢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8）。

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刘键、许斌、田欣、邓建军、耿立唐、朱

华明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539,888.1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33%。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与河钢租赁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同意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金

属、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销售” 。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2021年04月），同意对《公司章程》第十四条“公

司经营范围”之第一款进行修订，增加“金属、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销售” 。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修订对照表如下：

条款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十四条

第一款

公司经营范围：对所投资企业资产进行运营管理；钢

材、钢坯、钒钛产品（三氧化二钒、钒铁合金、钒氮合

金、钛精矿）、耐火材料、炉料、铁精粉、钒渣、钛渣、

焦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

险品）、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部

件、五金交电、仪器仪表、橡胶制品、润滑油销售；冶

金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房屋、设备租赁；国内

劳务派遣；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司经营范围： 对所投资企业资产进行运营管理；钢

材、钢坯、钒钛产品（三氧化二钒、钒铁合金、钒氮合

金、钛精矿）、耐火材料、炉料、铁精粉、钒渣、钛渣、焦

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机械设备及其零部件、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部件、

五金交电、仪器仪表、橡胶制品、润滑油销售；金属、非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销售；冶金技术开发、转让及咨

询服务；房屋、设备租赁；国内劳务派遣；商品及技术

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21年5月25日以现场和

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39）。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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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通知于4月26日以直接送达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河钢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与河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的设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

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正、公开” 的市场定价原

则，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四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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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河钢融资租赁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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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河钢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为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拓展公司融资渠道，公司及下属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邯宝公司” ）、唐钢青龙炉料有限公司、唐山中厚板有限公司决定与河钢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河钢租赁” ）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以自有生产设备作为融资租赁的

标的物，与河钢租赁开展总金额（本金+租金）为539,888.16万元、租赁期限为12年的售后回租

融资租赁业务。

河钢租赁与本公司同受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的规定，河钢租赁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

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刘键、许斌、田欣、邓建军、耿立唐、朱华明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539,888.1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33%。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河钢租赁成立于2016年2月4日，法定代表人：胡志刚，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

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5号楼508-1室，注册资本：150000万人民币，其中：河

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钢集团” ）出资10.5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70%；河钢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出资4.5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30%。鉴于河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河钢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因此河钢集团实际持有河钢租赁100%股权。河钢租赁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

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兼营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保理业务。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河钢租赁净资产214,921.94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1,810.85万

元，净利润15,157.46万元。

河钢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用于融资租赁的资产主要为电动鼓风机组、烧结机烟气循环分级净化及余热利用设

备、烧结机烟气净化设备、热轧区设备、传动系统等生产设备，截止2021年3月31日，生产设备

账面净值为426,715.44万元（未经评估）。上述设备全部为公司自有设备，不存在抵押、质押情

况，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上述融资租赁业务

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平均价格水平协商确定租赁

利率及手续费率。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2.� �出租方：河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 �承租人：河钢股份有限公司、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唐钢青龙炉料有限公司、唐

山中厚板有限公司；

4.� �租赁标的：主要为电动鼓风机组、烧结机烟气循环分级净化及余热利用设备、烧结机

烟气净化设备、热轧区设备、传动系统等生产设备；

5.� �年租赁利率：5%一5.69%（含税）；

6.� �增值税税率：利息部分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增值税率为6%；

7.� �租赁本金：人民币397,200.00万元；

8.� �租赁金额（本金+租金）：人民币539,888.16万元；

9.� �租赁物净值：截止2021年3月31日，生产设备账面净值为426,715.44万元；

10.� �租赁期限：12年（48期）；

11.� �租金支付方式：按季等额本息方式支付租金。

本次融资租赁均无担保；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河

钢股份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批准后生效。具体如下：

序号 承租方 租赁物

年租赁

利率

租赁本金

（元）

租金（含本金）

（元）

租赁物净值

（元）

1

河钢股份有限

公司

电动鼓风机组、 烧结

机烟气循环分级净化

及余热利用设备，烧

结机烟气净化设备等

5.18% 2,229,000,000 3,007,036,313.76 2,229,511,257.53

2

邯钢集团邯宝

钢铁有限公司

转炉汽化烟道设备、

煮炉、 喷涂，250吨转

炉副枪系统等

5.18% 563,000,000 759,516,125.76 563,440,135.49

3

唐钢青龙炉料

有限公司

链篦机、回转窑、雾化

器、布袋除尘器等

5% 80,000,000 106,870,073.28 92,541,194.84

4

唐山中厚板有

限公司

热轧区设备、 传动系

统等

5.69% 1,100,000,000 1,525,459,086.72 1,381,661,771.17

合 计 3,972,000,000 5,398,881,599.52 4,267,154,359.03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七、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拓展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不影

响公司对用于融资租赁的相关生产设备的正常使用，对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因

此影响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支付河钢租赁租金19977.75万元，系执行双方

于2016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支付的租金。该事项经公司2016年12�月29日召开的三届七

次董事会审议批准，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披露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河钢融资

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的公告》。

2021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河钢租赁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与河钢租赁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十、备查文件

1.� �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 �四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

3.� �融资租赁合同；

4.�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09� � �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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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

2、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2021年4月29日召开的四届十

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4、 召开日期和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5月25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现场方

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7日

7、 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 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1.� 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提案2.� 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提案3.�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提案4.�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提案5.�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提案6.�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案7.�关于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2021年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提案8.�关于与河钢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提案9.�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提案10.�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提案11.�公司章程修正案（2021年04月）

提案1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提案经公司2021年4月21日召开的四届十七次董事会和2021年4月29日召开的四届十

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提案内容已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第6项、第7项和第8项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

营开发有限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上述提案回避表决。 第11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

2.00 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00 关于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2021年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与河钢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9.00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11.00 公司章程修正案（2021年04月） √

12.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会议登记：

（1）登记方式：凡欲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副本影印件，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以到达公司时间、信函以到达地邮戳为准。

（2）登记时间： 2021年5月20日9:00一17:00。

（3）登记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被委托代理人在登记和表决时须持有授权委托书、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

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证明。

2、会议联系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计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1）联系电话：（0311）66778735，传真：（0311）66778711

（2）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邮编：050023

（3）联系人：梁柯英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四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四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09

2.�投票简称：“河钢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2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

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河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河钢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

2.00 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00 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00 关于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2021年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与河钢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9.00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11.00 公司章程修正案（2021年04月） √

12.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

对同一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

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

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须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法人代表）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604� � 900902� � � �公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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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项琴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亚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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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517,818.84 1,072,645,455.80 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11,406,156.26 696,791,263.63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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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87,217.80 -6,076,249.05 8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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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82,428.93 100,435,111.68 4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28,042.63 9,432,898.99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06,229.63 8,739,040.78 3.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1.28 增加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54 0.04189 -3.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54 0.04189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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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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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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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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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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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6

所得税影响额 -21,516.47

合计 121,8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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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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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 97,711,575 43.39 0 质押 61,490,474 境内自然人

徐东 14,977,500 6.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苏州蓝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3,182,004 5.8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永平 7,414,875 3.29 0 质押 5,250,000 境内自然人

李永中 7,396,875 3.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顺华 4,054,297 1.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菲 3,358,200 1.49 2,100,000 质押 1,150,000 境内自然人

徐凯华 1,469,289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蓉 1,232,956 0.5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钟新华 596,86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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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 97,711,575 人民币普通股 97,711,575

徐东 14,9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77,500

苏州蓝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82,004 人民币普通股 13,182,004

李永平 7,414,875 人民币普通股 7,414,875

李永中 7,396,875 人民币普通股 7,396,875

王顺华 4,054,297 人民币普通股 4,054,297

徐凯华 1,469,289 人民币普通股 1,469,289

李菲 1,25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8,200

胡蓉 1,232,956 人民币普通股 1,232,956

钟新华 596,860 人民币普通股 596,8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平先生与李永平先生、李永中先生系兄弟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它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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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25,141,137.12 48,221,575.32 -47.86%

主要系应收票据减少以及已背书

转让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172,799.53 393,091.54 452.75% 主要系增值税留底税额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7,195,872.72 16,491,047.01 186.19%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工程款及设备

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34,941,880.00 177,624,500.00 32.27% 主要系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797,899.93 15,252,675.49 -48.88% 主要系应付职工薪酬支付所致

应交税费 6,534,778.69 9,988,567.96 -34.58% 主要系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7,500,141.34 30,901,502.61 -43.37%

主要系预收账款减少及已背书未

到期的应收票据减少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期同期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1,682,428.93 100,435,111.68 41.07% 主要系订单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07,884,161.50 75,254,573.73 43.36%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成本

也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1,475,739.90 2,288,752.67 -35.52%

主要系运费重分类至营业成本所

致

管理费用 15,181,487.51 8,049,808.42 88.59% 主要系职工股份支付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7,577,590.98 3,709,559.07 104.27%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52,227.36 94,778.63 166.12%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183,911.23 314,190.58 -41.47%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列）

-1,284,513.12 -663,923.34 93.47% 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5,259.94 981,810.66 不适用 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134,119.96 4,611,779.57 -53.72% 主要系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129,726.93 3,113,075.41 64.78% 主要系本期支付期初税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10,000,000.00 200.00% 主要系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2,317,380.00 50,780,000.00 298.42% 主要系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45,000,000.00 36,780,000.00 294.24% 主要系偿还的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009,567.78 12,367,442.03 352.88% 主要系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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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平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3880� � � �证券简称：南卫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1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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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南卫股份”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通知于2021年4月23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

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各项制度的

规定；本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

客观反映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发布的 《南卫股份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南卫股份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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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罗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炜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吴亦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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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4,634,560.05 19,109,142,594.55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375,782,240.84 6,467,810,7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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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530,720.37 -173,417,677.5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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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49,039.00 708,546,565.49 -8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2,419,715.11 165,171,831.72 -13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3,717,255.68 162,635,687.15 -133.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97 2.60 减少3.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333 0.0882 -137.7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333 0.0882 -137.76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83.09%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未实现产业载体销售所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

益、稀释每股收益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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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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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5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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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5,4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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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1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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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5.01

所得税影响额 2,979,503.20

合计 -8,702,4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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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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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

司

694,465,512 37.07 0 无 0 国有法人

市北集团－海通证券－20市

北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150,000,000 8.01 0 无 0 国有法人

市北高新集团（香港）有限公

司

15,245,547 0.81 0 无 0 境外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FUND

7,357,725 0.39 0 未知 未知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596,869 0.30 0 未知 未知

周永山 4,661,901 0.2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东魁 3,906,200 0.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44,022 0.17 0 未知 未知

陈秀国 2,713,160 0.1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谢作纲 2,510,750 0.1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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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694,465,512 人民币普通股 694,465,512

市北集团－海通证券－20市北E1担保及信托财

产专户

1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0

市北高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5,245,547 境内上市外资股 15,245,547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INDEX�FUND

7,357,725 境内上市外资股 7,357,725

VANGUARD�EMERGING�MARKETS�STOCK�

INDEX�FUND

5,596,869 境内上市外资股 5,596,869

周永山 4,661,901 人民币普通股 4,661,901

吴东魁 3,906,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6,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44,022 人民币普通股 3,144,022

陈秀国 2,713,16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13,160

谢作纲 2,510,7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510,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市北高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互为一致行动人。

2、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因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将其持有的150,000,000股本公司A股股份，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担保及信托登记，划入“市北集团-海通证券

-20市北E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 专户受托管理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其余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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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与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增减变化比例

（%）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0.00 41,000,000.00 -100.00 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收回所致。

预付款项 6,870,404.81 2,619,373.92 162.29 本期预付款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119,555,128.71 0.00 不适用 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应付账款 520,068,736.43 935,123,945.09 -44.39 本期支付上年末暂估合同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16,584.38 7,392,213.00 -90.31 本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员工奖金所致。

租赁负债 157,090,508.89 0.00 不适用 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3.1.2�利润表构成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与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年1-3月 上年1-3月

增减变化比例

（%）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119,849,039.00 708,546,565.49 -83.09 本期公司未实现产业载体销售所致。

营业成本 66,989,996.23 341,917,436.68 -80.41

本期公司未实现产业载体销售，营业成本相

应下降。

税金及附加 20,823,669.19 48,856,227.33 -57.38

本期公司未实现产业载体销售，税金及附加

相应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2,965,492.98 1,146,473.66 -1,230.90

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023,513.75 -593,953.93 不适用

本期参股房产项目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所

致。

营业外收入 650,121.81 163,673.83 297.21 本期提前退租违约金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1,980.64 72,583,584.13 -99.96

本期公司未实现产业载体销售，所得税费用

相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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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产业载体销售的经营模式以面向大客户销售为主， 大客户销售的特征是销售周期

长、成交金额大，对公司阶段性经营业绩会造成一定波动。本期公司未实现产业载体销售导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根据目前公司产业载体销售的进展情

况，预计上半年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仍将大幅下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名称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岚

日期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 �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1-013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

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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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要求，特此公告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2021年1-3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项目。2020年1-3月，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新增房地产储备项目一项，土地出让面积为3.99万平方米。

2、2021年1-3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开工项目一项，建筑面积为8.77万平方米。2020年

1-3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开工项目一项，建筑面积为17.75万平方米。

3、2021年1-3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新竣工项目，2020年1-3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新

竣工项目。

4、2021年1-3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销售项目签约。2020年1-3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销售项目签约面积为1.63万平方米，签约金额为65,131.84万元。

5、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出租房地产总面积为34.87万平方米，2021年

1-3月公司实现房地产租金收入为11,016.53万元， 同比增加8.71%。2020年1-3月公司实现房

地产租金收入为10,133.49万元。

上述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23

2021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880� � � �公司简称：南卫股份

第一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