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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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盛业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广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周逢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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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2,942,227.19 3,186,754,331.33 -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86,948,898.76 1,534,708,372.57 -3.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7,101,437.07 6,506,222.46 -2,6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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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699,896.27 205,877,275.37 7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93,122.36 -15,047,436.3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9,850.82 -13,158,805.7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0.99 增加1.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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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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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493.73

债务重组损益 -98,860.0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00,502.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88,325.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91,601.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78.01

所得税影响额 -152,999.02

合计 4,192,9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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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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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胜 155,949,500 30.00 0 质押 139,3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广元 145,550,500 28.00 0 质押 145,550,500 境内自然人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9,956,889 1.92 0 无 0 其他

刘斯达 8,355,737 1.61 0 未知 0 未知

上海凌鸷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世嘉一号私募基

金

7,805,219 1.50 0 未知 0 未知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润泽前程1号

私募基金

7,449,510 1.43 0 未知 0 未知

梁西长 6,002,801 1.15 0 未知 0 未知

沈卢东 3,750,000 0.7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徐功荣 3,130,000 0.60 0 未知 0 未知

盛业武 2,812,500 0.54 0 质押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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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胜 155,9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949,500

李广元 145,5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550,500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956,889 人民币普通股 9,956,889

刘斯达 8,355,737 人民币普通股 8,355,737

上海凌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世嘉一

号私募基金

7,805,219 人民币普通股 7,805,219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润泽

前程1号私募基金

7,449,510 人民币普通股 7,449,510

梁西长 6,002,801 人民币普通股 6,002,801

沈卢东 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000

徐功荣 3,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0,000

盛业武 2,81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李广元先生分别于2020年11月6日和12月3日与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盛业武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上述两次协议的约定，李广元

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45,55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9956%）的表决

权委托给盛业武先生代为行使， 盛业武先生同意接受李广元先生的委

托。李广元与盛业武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广胜先生与李广元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以及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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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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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34,146,094.28 609,944,029.84 -45.22

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所

致。

预付帐款 45,425,101.74 8,164,245.99 456.39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锁铜保证

金较上期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0,796,915.40 20,823,937.38 95.9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业务备

用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4,860,995.09 19,112,298.47 30.08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套期保

证金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76,949,904.46 257,659,654.53 -31.32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付票据到期

兑付所致。

预收帐款 0 185,347.61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房租款减

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97,071.57 29,988,575.95 -97.01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金

在本报告期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2,016,528.78 3,537,171.43 -42.99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交增值税及

附加较上期减少所致。

库存股 63,684,325.72 8,965,892.21 610.30

主要系本报告期回购股票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17,822,004.55 13,510,267.85 31.91

主要系本报告期套期合约期末

持仓浮动盈亏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60,699,896.27 205,877,275.37 75.20

主要系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

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 309,501,749.75 164,073,680.51 88.64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

及铜价上涨， 营业成本相应增

长。

税金及附加 1,538,099.18 3,695,674.46 -58.38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交增值税减

少，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2,923,681.76 8,770,122.78 47.36

主要系本报告期加大研发投入

所致。

财务费用 3,820,285.51 11,198,018.04 -65.88

主要系本报告期归还部分流动

资金贷款， 贷款利息减少以及

应收票据贴现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2,278,331.99 1,510,360.59 50.8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35,307.80 -3,796,353.9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铜价上升，计

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1,886,757.67 1,104.78 170,681.30

主要系本期清理无需支付的应

付款项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642.41 3,842,432.83 -98.92

主要系本报告期针对疫情的捐

赠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93,122.36 -15,047,436.3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

及财务费用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7,101,437.07 6,506,222.46 -2,668.33

主要系本报告期铜价上涨，原

材料采购支付的现金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464,104.46 -98,361,549.45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期货

保证金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9,287,169.41 -38,408,163.2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付票据到

期归还及股份回购支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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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盛业武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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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张国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海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张红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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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9,598,615.09 3,047,509,571.48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8,766,469.38 2,274,344,154.84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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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86,678.91 -55,903,41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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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5,282.72 17,500,568.49 -4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77,685.46 -32,383,203.1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31,611.43 -32,566,235.2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3.10 增加2.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61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61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48.24 76.34 增加271.9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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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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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846.6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6,012.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515.62

所得税影响额 -53,424.20

合计 353,925.9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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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国强 13,264,430 18.81 13,264,430 13,264,43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北京水木扬帆创业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857,200 4.05 2,857,200 2,857,200 无 0 其他

西藏康瑞盈实实业

有限公司

2,799,378 3.97 2,799,378 2,799,378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564,104 3.64 2,564,104 2,564,104 冻结 2,564,104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北京水木长风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099,200 2.98 2,099,200 2,099,200 无 0 其他

张禾 2,000,000 2.84 2,000,000 2,000,000 无 0

境 内 自

然人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1,710,572 2.43 1,710,572 1,710,572 质押 686,405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北京水木国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南

宁水木愿景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1,454,668 2.06 1,454,668 1,454,668 无 0 其他

UBS���AG 1,317,303 1.87 0 0 无 0

境 外 法

人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

会

1,300,000 1.84 1,300,000 1,300,000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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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S���AG 1,317,303 人民币普通股 1,317,303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ASSOCIATION

1,199,484 人民币普通股 1,199,48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和鑫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60,440 人民币普通股 960,440

富达管理及研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富达系列新兴市场机会基金 （交易

所）

761,800 人民币普通股 761,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49,704 人民币普通股 649,704

高华－汇丰－GOLDMAN,�SACHS�&�

CO.LLC

644,081 人民币普通股 644,081

富达管理及研究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富达新兴亚洲基金（交易所）

614,843 人民币普通股 614,843

方士雄 500,035 人民币普通股 500,03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313 人民币普通股 400,313

王孝安 387,464 人民币普通股 387,46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北京水木扬帆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水木长风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及北京水木国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宁水木愿景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北京水木创信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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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3-31 2020-12-31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8,056,000.00 31,911,040.00 -74.75

主要系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到

期托收

预付款项 12,701,384.51 5,922,842.06 114.45

主要系生产用物料等采购增

加

其他流动资产 45,937,072.78 33,364,418.79 37.68 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重分类

使用权资产 14,461,303.74 - -

主要系执行租赁会计准则确

认相关租赁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6,303,838.15 9,463,817.77 -33.39

主要系执行租赁会计准则将

预付的租金重分类至使用权

资产

合同负债 14,265,087.09 2,923,067.88 388.02 主要系预收客户合同款增加

应交税费 9,018,992.26 15,932,510.91 -43.39 主要系支付上年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2,289,252.27 1,518,544.98 50.75 主要系代付公租房租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6,354,461.32 3,375,038.82 88.28

主要系背书未终止确认的应

收票据增加所致

租赁负债 12,194,738.36 - -

主要系执行租赁会计准则确

认相关租赁负债

利润表项目

2021年一季度

（1-3月）

2020年一季度

（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155,282.72 17,500,568.49 -41.97

主要系去年同期发动机系统

有小批量订单交付

销售费用 6,024,314.81 3,217,245.31 87.25

主要系本期加大市场营销力

度导致市场销售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638,855.93 705,750.58 -332.21

主要系首发股票募集资金银

行利息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86,812.92 -26,216,574.03 -

主要系去年同期应收款项账

龄增加而加大坏账计提比例

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6,280.61 59,648.79 94.94

主要系报告期内废品处置收

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512,500.55 15,723.06 3159.55

主要系报告期内捐赠中关村

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产

业联盟及报废部分资产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1年一季度

（1-3月）

2020年一季度

（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89,522.83 -36,533,098.45 -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动

机二期项目建设投入

及对外支付投资款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624,988.74 48,760,054.53 -183.32

主要系本期到期银行

借款还款增加及去年

同期控股子公司获得

投资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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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所处新能源汽车行业市场销售的周期因素， 公司的销售以及收入确认呈现周期

波动特征的影响，公司全年的销售业绩集中体现在下半年，但与公司经营相关的费用开支在

年度内较为均匀的发生，因此公司预计2020年上半年仍将亏损，投资者不宜以公司季度或半

年度的经营业绩推测全年经营业绩

公司名称 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国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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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甘忠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孙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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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7,480,924.81 9,507,448,846.15 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28,270,447.04 8,938,520,381.4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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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569,537.59 235,069,612.64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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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603,958.12 469,915,730.97 1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077,628.67 123,111,821.40 5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805,850.32 100,539,452.54 7.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2.22 减少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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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33,8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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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0,4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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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95,023.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8,232.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20,065.69

所得税影响额 -14,559,375.57

合计 82,271,77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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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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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忠如 177,135,207 31.54 177,135,207 无 境内自然人

明华创新技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93,884,092 16.72 93,884,092 无 境外法人

北京旭特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47,494,437 8.46 47,494,437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Vast�Wintersweet�Limited 34,168,616 6.08 34,168,616 无 境外法人

Hillhouse�G&L�Holdings(HK)�Limited 25,405,274 4.52 25,405,274 无 境外法人

STRONG� LINK� INTERNATIONAL�

LIMITED

25,168,737 4.48 25,168,737 无 国有法人

GS�Direct,L.L.C. 23,285,889 4.15 23,285,889 无 境外法人

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451,341 2.93 16,451,341 无 其他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526,207 2.59 14,526,207 无 其他

天津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825,470 1.75 9,825,47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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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83,129 人民币普通股 1,083,129

宁波金信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宁波金信资产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金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33,884 人民币普通股 833,884

宁波金信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宁波金信资产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金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99,300 人民币普通股 799,300

宁波金信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金源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0,000

北京恒兆伟业投资有限公司 452,140 人民币普通股 452,140

徐留胜 359,080 人民币普通股 359,08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0,08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80

符骏 293,847 人民币普通股 293,847

朱泽 253,020 人民币普通股 253,020

浙江壁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壁虎寰宇成长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甘忠如持有旭特宏达65.02%的股

权；STRONG�LINK最终控股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中信有限持有航天基金12.34%出资份额；GS�Direct与

宽街博华的实际控制人均为The�Goldman�Sachs�Group,Inc （高

盛集团）；天津启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邝子平，明华

创新追溯至最终普通合伙人为Qiming�Corporate�GP�II,Ltd.，其

自然人股东之一为邝子平。除以上情况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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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期末数 变动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44,504,447.95 787,050,475.77 45.42

应收账款 557,982,723.83 827,076,539.93 -32.54

应收款项融资 34,510,256.24 268,760.00 12,740.55

预付款项 102,520,850.85 70,242,083.92 45.9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50,000,000.00 108,341,438.36 -53.85

使用权资产 14,711,352.14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499,055.04 14,927,523.58 70.8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1,680,720.96 134,665,046.69 94.32

其他应付款 87,773,289.76 141,312,224.65 -37.8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545,145.89 9,087,839.22 -38.98

租赁负债 14,880,783.98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43,929,676.62 31,781,078.01 38.23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成本 54,800,774.44 40,815,068.99 34.27

销售费用 191,504,733.01 144,830,405.88 32.23

财务费用 5,955,635.70 1,933,678.32 208.00

其他收益 6,060,549.66 9,581,231.29 -36.7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9,663,567.91 5,171,554.79 1440.42

信用减值损失 -429,103.82 3,926,382.30 -110.93

营业外支出 430,822.25 1,031,117.54 -58.22

所得税费用 47,654,373.71 29,476,699.27 61.67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系公司证券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主要系款项收回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主要系承兑票据付款方式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主要系预付营销费用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主要系大额存单到期减少所致；

使用权资产:主要系采用新租赁准则，确认使用权资产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系甘甘江苏确认可抵扣亏损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主要系预付土地款、设备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主要系应付服务款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系设备质保金减少所致；

租赁负债：主要系采用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负债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主要系甘李药业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所致；

营业成本:�本年营业成本较上年相比增加1399万元，同比增长34.27%，主要系原料药（胰

岛素干粉）及医疗器械（预填充注射笔组件）等毛利相对较低的产品本期销售大幅增长所

致；

销售费用:�主要系公司市场推广及咨询费用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主要系汇率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主要系证券投资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主要系应收款项减值损失计提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主要系2021年第一季度利润总额增加，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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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甘忠如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78� � � �证券简称：大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7

转债代码：113535� � � �转债简称：大业转债

转股代码：191535� � � �转股简称：大业转股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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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业股份” 、“上市公司” 、“公司” ） 拟以分期支付

现金170,000.00万元的方式收购胜通集团合并破产重整中的钢帘线板块，包含山东胜通钢帘线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钢帘线” ）、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东胜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和东营市汇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为理顺钢帘线板块的组织架构，适应未来经营管

理需要，同时兼顾股权交割的便利性，胜通钢帘线等4家公司已进行股权架构调整，即由胜通集

团分别直接持有胜通钢帘线等4家100%的股权变更为胜通集团持有胜通钢帘线100%的股权、

胜通钢帘线分别直接持有山东胜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100%的股权。因此，本次交易

的标的资产为胜通钢帘线100%股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且已取得其他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交割过户工商变更手续已经完成。

一、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情况

上市公司已按照《重整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根据东营市

垦利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2021年4月29日出具的《企业变更情况》，以及东营市垦利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于2021年4月29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购

买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当前持有胜通钢帘线100%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相关的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1、上市公司将按照《重整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2、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方签署了多项相关协议并出具了多项承诺，相关方应继续按照协

议约定内容及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3、上市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有权按照相关批准和协议约定实施本

次交易；

2、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已经办理完

毕交割手续，资产交割事宜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

3、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根据本次交易的相关约定办理后续

事项，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与批准，交易各方具备实施交易的法定条件；本次交

易所涉及的胜通钢帘线100%股权已经办理完毕交割手续，资产交割事宜符合《公司法》 《证

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上

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根据

本次交易的相关约定办理后续事项，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上述后

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山东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66� � � �证券简称：福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3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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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10 － 2021/5/11 2021/5/11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4月23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92,018,71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18,403,742.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5/10 － 2021/5/11 2021/5/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黎福超、吕桂莲、黎锋、黎宾共计5名股东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税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

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8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

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0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73-3681001

特此公告。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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