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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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邵松长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悦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戴悦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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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3,464,632.67 2,944,259,600.71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18,420,038.79 2,113,010,159.12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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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7,035.15 142,363,633.86 -92.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44,580,426.16 136,239,922.02 -67.28 

营业收入 20,637,061.38 89,290,483.32 -7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09,879.68 7,789,635.15 -3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886,704.83 6,690,961.42 -12.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6 0.375 减少 0.119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017 -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017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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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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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83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592.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3,5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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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203,228.11  

合计 -476,8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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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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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69,342,233 15.26 0 无  国有法人 

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4,710,381 12.0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681,625 4.9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00,000 2.97 0 无  国有法人 

宁波市郡庙企业总公司 12,546,841 2.76 0 无  其他 

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  5,460,000 1.20 0 无  国有法人 

宋天峰 3,438,063 0.76 0 无  境内自然人 

浙江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27,138 0.73 0 无  国有法人 

林高 2,600,000 0.57 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春芳 2,200,000 0.4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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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 69,342,233 人民币普通股 69,342,233 

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4,710,381 人民币普通股 54,710,381 

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681,625 人民币普通股 22,681,625 

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 

宁波市郡庙企业总公司 12,546,841 人民币普通股 12,546,841 

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  5,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60,000 

宋天峰 3,438,063 人民币普通股 3,438,063 

浙江国信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27,138 人民币普通股 3,327,138 

林高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黄春芳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烟草

总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烟草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烟草总公

司浙江省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中烟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大红鹰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中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香溢控股有限公司由浙江省人民政

府全额出资并授权浙江省烟草专卖局行使出资人权力，浙江香溢控股

有限公司与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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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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3,127,524.03 1,923,745.16 62.57 主要系本期贸易类预付款增加 

存货 2,007,328.82 6,305,741.44 -68.17 主要系本期存货销售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4,523,917.20 2,632,149.48 71.87 主要系预缴税款增加 

预收款项 15,083,147.47 10,297,938.31 46.47 主要系本期贸易类预收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4,703,697.63 35,874,672.79 -86.89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计提工资薪酬 

其他应付款 79,342,368.06 55,767,145.09 42.27 主要系本期业务保证金增加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0,637,061.38 89,290,483.32 -76.89 主要系本期国内贸易业务减少 

担保收入 7,306,724.30 24,068,105.66 -69.64 主要系本期担保业务减少 

营业成本 10,376,427.53 71,842,037.96 -85.56 主要系本期贸易业务收入减少相应的

成本减少 

提取担保业务准

备金 

1,679,953.68 14,901,922.26 -88.73 主要系本期担保业务减少相应提取的

担保业务准备金减少 

税金及附加 2,161,762.93 1,361,969.44 58.7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处置固定资产等税

金 

销售费用 1,426,981.49 3,213,086.04 -55.59 主要系本期贸易业务减少 

管理费用 15,196,440.64 23,888,656.56 -36.39 主要系本期费用控制 

财务费用 -3,992,891.30 4,969,024.75 -180.36 主要系本期利息费用减少 

其他收益 1,528,668.7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 

投资收益 1,037,790.50 341,413.42 203.97 主要系本期股权转让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1,000.00 228,237.33 -99.56 主要系本期较上期减值准备转回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1,156,716.94 97,922.30 -1281.26 主要系本期清算子公司处置资产损失

增加 

营业外收入 362,804.46 755,061.77 -51.95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增加；上期没收

租金收益，本期无 

营业外支出 20,675.56 8,383.90 146.61 主要系本期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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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197,035.15 142,363,633.86 -92.13 主要系贸易业务减少，现金流入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8,591,272.31 -24,264,892.5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投资支付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8,486,642.2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无筹资活动 

 

3.1.2 贷款类资产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比例（%） 减值准备 账面余额 

比例

（%） 减值准备 

正常 288,591,918.72 47.11 3,617,676.00 
392,067,600.00 62.09 6,136,176.00 

关注 56,050,000.00 9.15 2,518,500.00 

次级 223,047,808.65 36.41 52,044,954.11 
223,561,721.72 35.41 73,685,664.11 

可疑 29,071,703.00 4.75 21,640,710.00 

损失 15,795,408.00 2.58 15,795,408.00 15,795,408.00 2.50 15,795,408.00 

合计 612,556,838.37 100 95,617,248.11 631,424,729.72 100 95,617,248.11 

2020年4月16日，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资产减值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该办法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按照《公司资产减值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公司贷款类资

产分类由原三分类变更为五分类，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类，分类标准如下： 

（一）正常：债务人能够履约，没有客观证据表明本息或收益不能足额偿付，资产未出现信

用减值迹象。 

（二）关注：尽管债务人目前有履约能力，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履约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且

预计资产不会出现信用减值。 

（三）次级：债务人的履约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经营收入无法足额偿还债务

本息或收益。但其抵质押物价值足够覆盖本金或担保人具有足够担保能力，有理由相信通过出售

或变卖资产、执行担保后我司本金不会遭受损失。 

（四）可疑：债务人无法足额偿还债务本息或收益，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部分本金

损失。 

（五）损失：在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息仍无法收回或只能收

回极少部分。 

 

3.1.3 担保公司担保业务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类型 
报告期发生

额 
报告期末余额 年初数 

其中：报告期内为

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 

融资类担保 0 0 0 
 

商业履约担保 33,989.97 253,063.59 266,196.74  

联合贷款担保 注1 10,155.93 15,2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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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3,987.97 263,219.52 281,411.27 
 

注 1:由于联合贷款业务逾期率已触及合作协议约定的解除条款，基于风险控制等因素的考

量，2019年 4月 25日，香溢担保与温州银行签订《个人信用微联合贷款业务担保合作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 终止与温州银行合作的联合贷款担保业务，本报告期未新发生。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7-044、2018-036、2019-027） 

截止 2020年3月31日，联合贷款担保业务贷款客户13,366户，贷款余额1.02亿元，人均贷款

额7,597.63元；逾期本金 7,340.60万元（其中逾期超过90天的7,218.00万元），实际代偿7,789.16

万元。2020年1-3月份确认担保收入65.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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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1. 收购人承诺及增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香溢控股于 2019年 1月 24日公告《收购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中披露了未来十二个月内的增持计划，计划在 2020年 1月 3日前继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

增持公司股票，计划增持股票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440%，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963%

（即第三次增持计划）。2020年 1 月 3日，第三次增持计划实施届满，香溢控股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 2,005,100股。（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9-037、2019-055、2019-061、2019-063、2020-002） 

2. 收购股权交易事项 

    （1）2017年12月28日，公司出资1,500万元、宁波市海曙国有资本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曾

用名宁波市海曙区国有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曙国投）出资8,500万元，共同设立

宁波市海曙区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曙香溢担保），该公司主要业务为融资性担

保业务、非融资性担保业务等，注册资本1亿元。2018年4月18日，海曙香溢担保获得浙江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5年；2018年12月17日，海曙香溢

担保取得营业执照。 

2020年1月1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收购宁波

市海曙区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案》。2020年1月14日，公司披露了上述收购股权交

易事项。2020年2月24日，公司与海曙国投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75,927,150

元收购海曙国投持有的海曙香溢担保75%股权。2020年2月28日，公司向海曙国投支付转让价款

75,927,150元；双方已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完成变更登记。自此，公司持有海曙香溢担保90%

股权，其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报告期末，海曙香溢担保尚未展业。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0-004、2020-007、2020-008。 

（2）2020年3月23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宁波香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实业）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香溢实业将持有的宁波香溢广告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香溢广

告）85%的股权以14,627,905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宁波香溢广告100%股份，

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2020年4月2日，公司出资500万元增加宁波香溢广告注册资本。 

3. 类金融投资业务 

2020年3月，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投资（浙江）、杭州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城投资产）、杭州城投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设施）参与投资嘉兴城铃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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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期限15年，合伙企业第一期认缴总规模17,500万元，其中有

限合伙人香溢投资（浙江）认缴出资3,000万元，有限合伙人城投资产认缴出资14,450万元，管理

人城投设施认缴出资100万元；香溢投资（浙江）不参与后期认缴。该合伙企业以股权配套融资服

务的形式投资于地产项目，收取固定收益，并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投资项目所属公司及

关联方为合伙企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承诺回购股权。2020年3月6日，香溢投资（浙江）完成出

资。 

4. 大额诉讼业务进展 

（1）2018年2月6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与北讯电信（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讯电信（珠海））签订合同，香溢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购买、交付、出租宽带无线网基站（以下

简称：租赁物）给北讯电信（珠海），融资总金额5000万元。北讯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讯电信）、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讯集团）、陈岩为上述《融资租赁合同》项

下北讯电信（珠海）的全部义务向香溢租赁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香溢租赁依

约向北讯电信（珠海）交付约定的租赁物，北讯电信（珠海）已支付了2期租金,但担保人北讯集

团（证券代码：002359）出现累计金额达6.69亿元的债务逾期，全资子公司北讯电信亦被多家债

权人提起诉讼。鉴于担保人的现状，协商解除合同无果。2018年10月17日，香溢租赁向宁波市海

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日，香溢租赁向法院提交保全申请书，请求冻结北讯电信（珠海）、

北讯电信、北讯集团、陈岩银行账户款项人民币4,208.51万元或查封其同值财产。2018年10月18

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年10月31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对租

赁物进行了查封，查封期限2018年10月31日起至2020年10月30日止。后经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调解，各方当事人于2019年5月9日自愿达成一致调解协议，法院亦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

后，对方当事人未按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香溢租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9年10月24日，香溢租赁收到法院执行款3,029.47万元。2019年12月12日，查封设备第一

次网络司法拍卖流拍。2019年12月26日，香溢租赁收到法院执行款42.14万元。 

2020年2月28日，香溢租赁收到法院执行款100万元。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8-060、2019-029、2019-031、2019-058。 

（2）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依约向奥特斯维交付约定的租赁设备，并收取租金，后租金出

现逾期；香溢租赁多次催讨无果，且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责任。2018年 5月 16 日，香溢租赁向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要求与被告奥特斯维解除编号为 XYZL-201508001和编号为

XYZL-201512002的《融资租赁合同》，将该合同项下的租赁标的生产设备返还并承担拆除、运输

费用；2、要求被告奥特斯维赔偿损失未付租金 4,368.80万元及违约金等；3、要求被告海润光伏、

华君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8年 5月 17日，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就上述两个诉讼案件出

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年 11月 13日，法院判决要求奥特斯维赔偿香溢租赁损失，损失范

围为应付未付租金（已扣除保证金）合计 4,456.06万元、逾期付款损失（2018 年 5月 27日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50%计算）及律师费与取回租赁物价值之间的差额（以

本判决申请执行，人民法院采取拍卖、变卖实现的价值）。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2019

年 1月 29日，香溢租赁收到法院执行款 695万元。2019年 4月 24日，太仓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

对奥特斯维的破产清算申请，香溢租赁已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破产管理人审查确认的债权金

额为 4,035万元。2019 年 12月 19日，香溢租赁与辽宁华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转让价格 3,000万元。2019年 12月 31日，香溢租赁与辽宁华君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对《债权转让协议》中付款时间及付款方式、协议成立、生效、解除的约定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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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和补充；同日，香溢租赁收到辽宁华君支付的履约保证金 1,000万元，《债权转让协议》及《<

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生效。 

2020 年 2 月 13 日，香溢租赁收到辽宁华君支付的部分债权转让款 2,000 万元。按照协议约

定，履约保证金 1,000 万元自动抵偿剩余债权转让款。香溢租赁已经收到全部债权转让款，双方

均已履行完毕《债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本次债权转让事宜完成。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2018-027、2018-061、2019-011、2019-068、2020-001、2020-006、2020-009。 

（3）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金联按照协议约定代河南创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亚

通信）采购货物。同时，香溢金联与深圳市富泰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泰通物流）

签订《服务合约》，由富泰通物流在河南郑州为香溢金联提供仓储服务。2018年8月20日，香溢金

联对储存于富泰通物流郑州准时达仓的货物进行实地盘点，发现仓储货物价值6,120.99万元的苹

果手机均已灭失。2018年8月24日，香溢金联向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报案，公安机关就香溢金联

被诈骗一案出具《立案告知书》。2018年8月27日，香溢金联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被告富泰通物流赔偿货物灭失的损失共计6,120.99万元；诉讼费由富泰通物流承担；同

日，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2018年8月28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就该诉讼案件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年9月11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富泰

通物流账户银行存款6,120.99万元，账户冻结期限至2019年9月10日。 

2019年4月1日，上述案件判决，判被告富泰通物流赔偿原告香溢金联经济损失6,120.99万元，

被告富泰通物流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一审判决后，富泰通物流向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8月22日，香溢金联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深圳市富泰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019年9月，收到

法院执行款6,120.99万元，收到退回的财产保全费、案件受理费35.28万元，法院执行完毕。2020

年3月，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富泰通物流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作出的（2019）浙民终414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已立案审查，立案审查案

号为（2020）最高法民申1195号。 

目前刑事案件处于法院审理阶段。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8-049、2019-023、 2019-040、2019-053、2020-015。 

（4）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通联（上海）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溢通联）按合同约定

为宁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炭基）代采购并交付货物，但宁波炭基

未依约及时向香溢通联支付采购货款。2017年6月16日，香溢通联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宁波炭基支付7,720.90万元货款及相应违约金；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银基烯碳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香溢通联对抵押物沈阳银基享有的银基烯碳（股

票代码：000511）1000万股股票处置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同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受理案

件通知书。2017年6月26日，经公司申请，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了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的*ST烯碳5,000万股股票，冻结期限至2020年6月25日止。2018年5月31日，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我司胜诉，判宁波炭基向香溢通联支付货款7,708.16万元及相应违约金。2018年8

月10日，香溢通联收到法院执行款1,645.47万元。2018年11月27日，香溢通联与被告方宁波炭基、

沈阳银基、银基烯碳及新增担保人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确定和解债权金额

合计8,898.19万元，并于2019年6月30日前履行完毕；《和解协议》签订后，香溢通联累计收到还

款1,200万元，按照和解协议债务人2018年的还款计划已履行完毕。 

2019年，香溢通联累计收到还款6450万元。 

2020年1月3日，香溢通联收到还款500万元。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9 / 10 

2020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就香溢通联于2019年12月27

日与被告宁波炭基、沈阳银基、银基烯碳及银基置业签订的补充协议未获通过，条件未成就不能

生效。2020年3月3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同意香溢通联与宁波炭基、

沈阳银基、银基烯碳及银基置业签订新的附生效条件的补充协议，故《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条

件成就生效。 

2020年4月1日，按照补充协议约定，香溢金联收到100万元。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7-027、2018-028、2018-040、2018-063、2018-064、2018-065、2018-067、

2019-071、2020-005、2020-013 

5. 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 

2020年3月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金联收到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以邮寄方式送达的《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原告富泰通物流起诉香溢金联（被告一）、河南

创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亚通信）（被告二）、自然人（系被告二法定代表人的父

亲）（被告三）、郑州准时达仓的3名员工（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深圳

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富泰通物流诉讼请求：判决六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财产损失共计人

民币2000万元整；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富泰通物流起诉香溢金联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源于前期公司已经公告的与富泰通物流仓储合

同诉讼案件及与创亚通信的贸易业务纠纷案件。 

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0-014。 

2020年4月8日，公司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 

6.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变化 

2020 年 2 月 24 日，公司与宁波市海曙国有资本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公司收购宁波市海曙区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75%股份，并于2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自

此，公司持有海曙香溢担保90%股权，其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故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时起该公司

纳入财务合并范围内。 

 

3.2.2 期后事项 

1. 收购股权交易事项 

2020年4月2日，公司与宁波鼎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伟投资）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鼎伟投资将持有的香溢通联（上海）供应链有限公司30%的股权以3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公司；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香溢通联（上海）100%股权。目前尚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2020年4月10日，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360万元。 

2. 类金融投资业务 

2020年4月，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投资（浙江）、杭州城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城投资产）、杭州城投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设施）、中宁化（临海）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宁化）、浙江富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浙）参与投

资嘉兴城铃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期限15年，合伙企业认缴总规模24,985万元，

其中有限合伙人香溢投资（浙江）认缴出资3,000万元，有限合伙人城投资产认缴出资14,885万元，

有限合伙人中宁化认缴出资3000万元，有限合伙人浙江富浙认缴出资4000万元，管理人城投设施

认缴出资100万元。该合伙企业以股权配套融资服务的形式投资于地产项目，收取固定收益，并按

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投资项目所属公司及关联方为合伙企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承诺回购

股权。2020年4月8日，香溢投资（浙江）完成出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0 / 10 

3. 2019年1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2020年4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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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邵松长先生 

日期 2020年 4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