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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

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16,906,174 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77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川环科技 股票代码 3005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富厚 周贤华 

办公地址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工业园区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工业园区 

传真 0818-6231544 0818-6231544 

电话 0818-6923198 0818-6923198 

电子信箱 chkj@chuanhuan.com chkj@chuanh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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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摩托车用橡塑软管及总成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公司是国内从事汽车、

摩托车用橡塑软管及总成专业生产的企业。目前已经构建了自有国际知名品牌、自营销售网络、自主研发

设计及制造生产基地的成熟稳定体系，综合实力较强。公司经过多年积累，配方设计及工艺制造技术经验

成熟，产品质量稳定。公司为国内50多家主机厂供货，50多家摩托车厂商，以及200多家二次配套厂商建

立了稳定的供配关系，产品综合市场占有率在15%以上。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汽车、摩托车、通机、轨道交通及船舶等领域各类特殊性能软管及总成。其中汽车领

域涵盖燃油系统、冷却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进排气系统、车身附件系统管路及总成等各大系列。

产品涉及低渗透燃油管及总成、多层复合尼龙管及总成、冷却水管及总成、空滤器通气管及总成、真空制

动软管总成、液压制动软管总成、涡轮增压管路总成、变速箱油冷却管总成、空调软管总成、高低压动力

转向管及总成、天窗排水管总成等品种，是国内规模较大的专业汽车胶管供应商之一，同时也是国内摩托

车胶管系列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三）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制定了《供应商管理控制程序》、《采购过程控制程序》、《采购产品验证控制程序》等制度对

采购过程实施有效管理，直接采购和通过经销商进行采购两种模式。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辅材料、设备

及其它物资均通过公司采购中心及相关部门共同负责供应商的选择、评定及相关工作，向国内外生产商和

经销商集中统一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公司通过与客户签订框架销售合同，公司生产部门制定年度生产计

划，公司储备合理库存，以满足市场需求。在生产过程中，首先公司注重按照全球汽车零部件企业与整车

厂之间的模块化、系统化配套趋势，加强对产品的模块化生产管理，其次，公司导入先进的ERP管理系统，

依据制造过程中原材料和产品规格多样、品种丰富和批量不同的特点，持续推进精益生产模式，形成公司

特有的柔性生产模式，能够满足国内外主机市场的订单要求。最后，公司严格贯彻执行质量体系关于生产

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对产品的试生产、批量生产、总装、检验、出货、交付均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3、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产品采用直销模式，按销售区域不同分为国内销售和国外销售，其中以国内销售为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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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中心负责与国内外客户洽谈合作意向，在向客户批量供应产品之前，要经过多项客户认证程序，通过

认证进入配套体系后公司通常能够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主要通过每年与客户进行供应商

年度合同谈判，确定当年向客户的供货比例，每年签订一次框架销售合同，以销定产。 

(四)汽车胶管的发展现状 

我国汽车胶管的生产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汽车胶管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相对较小。企业在内部

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价格承受能力有一定差距。总体来看，国内汽车

胶管生产厂家的规模、质量、品种、能级和系列化配套能力普遍与市场需求相差较远，尚不能全部为国产

品牌及合资引进的高档轿车配套各类汽车胶管。 

近年来，特种橡胶和新材料的发展也为汽车胶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当前，伴随汽车轻量化的发展趋

势，塑料管路的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当前的供应体系以外国独资或国内合资等大型企业为主，行业竞争

程度相对不充分，市场拓展空间较大。而同时，橡胶管路以其可自由弯曲性、多次屈挠性和柔软变形性，

区别于各类金属和非金属管材中独树一帜，无可取代。 

 (五) 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形势 

2019 年国内汽车市场受全球贸易环境变化、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汽车排放标准切换、新能源 汽车补

贴退坡等多重因素影响，延续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的下滑走势，汽车行业竞争呈现不断加剧的态势。整个

汽车行业受宏观经济放缓、汽车市场趋向饱和、国六排放提前实施等多种因素影响，致使汽车销量持续下

降，车企效益下滑。据中汽协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为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下降

7.5%和8.2%，产销降幅比去年分别扩大3.3%和5.4%。原本高补贴高增长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自7月宣布补

贴退坡后，销量出现断崖式下滑，受此影响全年产销分别为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下降2.3%和4.0%。

对于目前我国汽车行业持续两年出现销量下滑，中汽协会预测2020年中国汽车市场全年销量仍将下滑约2%。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的 提升，我国汽车工业以及汽车零部

件行业仍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等变革趋势的显现，汽车行

业在“智能、环保” 两大主题的推动下，正在进入产品及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阶段。对零部件企业而言，在

新能源汽 车、智能驾驶、轻量化等业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六）公司行业地位 

1、汽车胶管属于零部件配套的基础部件，公司作为国内汽车管路研究与开发的专业生产厂商，多年

来始终坚持“以技术为引领”的企业发展方向，紧跟国际一流汽车厂商的技术发展步伐，通过不断攻坚克难，

成功对接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汽车管路标准，尤其是高端乘用车的技术标准。在汽车用流体管路领域，

公司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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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拥有较强的研发优势和技术工艺优势，严格的质量控制和性价比为公司产品带来较高的市

场认可度，公司与大中型整车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客户群体涵盖了国内大多数整车制造企业，

公司不断做精做强主营业务，保持了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多年来被行业协会评为十强单位，形成了较为

明显的市场优势地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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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576,570,899.55 610,366,219.73 -5.54% 647,774,36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506,592.41 137,138,181.02 -17.96% 114,276,06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034,860.15 96,089,292.96 -23.99% 107,710,59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753,294.60 119,157,408.36 -60.76% -12,258,55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30 1.1414 -43.67% 0.95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30 1.1414 -43.67% 0.95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5% 18.80% -4.85% 17.53%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973,726,031.40 971,215,806.10 0.26% 919,240,08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6,529,644.55 789,153,694.29 6.00% 700,147,003.2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2,294,165.22 120,627,765.74 132,803,156.70 200,845,8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52,235.77 27,047,939.16 25,823,188.01 31,483,22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279,917.04 15,029,391.45 14,474,887.60 25,250,664.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5,946.54 34,584,460.95 20,344,750.81 -10,994,189.9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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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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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6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573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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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谟统 境内自然人 16.59% 35,979,142 26,984,357   

文建树 境内自然人 7.82% 16,966,325 12,724,744   

王欣 境内自然人 5.45% 11,830,350 2,462,390   

四川省国有资

产经营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5.00% 10,845,306 2,084,789   

王春 境内自然人 4.00% 8,674,790 1,734,958   

王荣 境内自然人 3.01% 6,531,890 1,734,958   

达州市中贸粮

油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2% 4,606,333 1,096,758   

四川省水电集

团大竹电力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7% 3,831,994 912,391   

王炬 境内自然人 1.65% 3,589,396 0   

欧如祥 境内自然人 1.57% 3,400,751 1,321,3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文谟统、文建树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与王欣、王荣、王

春外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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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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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2019年全国汽车产销量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为2,572.1万辆和2,576.9

万辆，产销量继续蝉联全球第一。但从同比情况来看，去年的产销量分别下降7.5%和8.2%。相较2018年，

上述降幅分别扩大4.2和5.4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下降2.3%和4.0%。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纯电动汽车产量同比略有增长，销量小幅下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呈

明显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7,657.0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54%；营业利润10,959.38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28.35%；利润总额 12,556.8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8.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11,250.6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96%。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303.49万元，较同期下降23.99%，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 97,372.60 万元，比上年同期末增长0.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83,652.96万元，比上年同期末增长6.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86元，比

上年同期末下降39.59%. 

报告期内主要影响经营业绩的因素: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受整个汽车行业宏

观经济放缓、汽车市场趋向饱和、国六排放提前实施等多种因素影响，致使汽车销量持续下降。因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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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汽车主机厂配套零部件供配量减少、原材料及外协件涨价、人工成本上升、销售价格下降及主营业务收

入减少、毛利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汽车燃油系统软

管 
157,925,314.67 50,256,663.90 31.82% -6.82% -16.23% -5.36% 

汽车冷却系统软

管 
294,431,431.55 74,340,670.90 25.25% -6.44% 2.95% -5.13% 

汽车附身系统软

管 
34,064,273.69 9,656,246.06 28.35% -32.51% 7.64% -0.21% 

摩托车软管 86,115,609.51 29,171,080.66 33.87% 18.28% -5.11% 0.79% 

合计 572,536,629.42 163,424,661.52 28.54% -5.75% -3.39% -3.9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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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

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 

注1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规定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

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

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本通知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

进行相应调整。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注2 

注1：会计政策变更涉及本公司的具体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

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

损失情况，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2019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及金额影响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报表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金额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 110,711,671.64 -105,991,819.44 4,719,852.20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79,254.60 37,261.99 6,716,516.59 

未分配利润 346,894,705.31 -211,151.28 346,683,554.03 

应收款项融资  105,743,406.17 105,743,406.17 

母公司财务报表： 

报表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金额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9年1月1日） 

应收票据 108,539,478.26 -103,819,626.06 4,719,852.20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27,225.61 37,261.99 5,764,487.60 

未分配利润 327,332,210.06 -211,151.28 327,121,058.78 

应收款项融资  103,571,212.79 103,571,212.79 

注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对本公司具体影响如下： 

1）资产负债表 

①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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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③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等； 

④“递延收益”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

分，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 

2）利润表 

①“投资收益”项目下新增“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②“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③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原“减：信用减值损

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

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报。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的金额。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影响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76,531,545.10 应收票据 110,711,671.64 

应收账款 165,819,873.4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1,426,342.54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71,426,342.54 

资产减值损失 9,103,070.09 资产减值损失 -9,103,070.09 

母公司财务报表：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63,652,081.03 应收票据 108,539,478.26 

应收账款 155,112,602.7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9,273,243.98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79,273,243.98 

资产减值损失 8,305,593.22 资产减值损失 -8,305,593.22 

1.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无。 

2. 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3. 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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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12,244,751.79 212,244,751.79  

  应收票据 110,711,671.64 4,719,852.20 -105,991,819.44 

  应收账款 165,819,873.46 165,819,873.46  

应收款项融资  105,743,406.17 105,743,406.17 

  预付款项 48,664,882.41 48,664,882.41  

  其他应收款 8,336,594.55 8,336,594.55  

  存货 167,827,275.92 167,827,275.92  

持有待售的资产 14,681,772.00 14,681,772.00  

  其他流动资产 1,104,629.79 1,104,629.79  

流动资产合计 729,391,451.56 729,143,038.29 -248,413.27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174,403,562.73 174,403,562.73  

  在建工程 47,317,227.30 47,317,227.30  

  无形资产 10,636,393.68 10,636,393.68  

商誉 235,937.86 235,937.86  

长期待摊费用 2,551,978.37 2,551,978.37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79,254.60 6,716,516.59 37,261.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1,824,354.54 241,861,616.53 37,261.99 

资产总计 971,215,806.10 971,004,654.82 -211,151.28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71,426,342.54 71,426,342.54  

  预收款项 894,976.90 894,976.90  

  应付职工薪酬 14,572,619.29 14,572,619.29  

  应交税费 12,485,715.48 12,485,715.48  

  其他应付款 47,028,398.42 47,028,398.42  

  其他流动负债 3,015,058.48 3,015,058.48  

流动负债合计 149,423,111.11 149,423,111.11 -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32,639,000.70 32,639,000.7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639,000.70 32,639,000.70 - 

负债合计 182,062,111.81 182,062,111.81 -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3,488,430.00 123,488,430.00  

  资本公积 317,567,435.00 317,567,435.00  

  减：库存股 42,706,425.00 42,706,425.00  

  盈余公积 43,909,548.98 43,909,548.98  

  未分配利润 346,894,705.31 346,683,554.03 -211,1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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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89,153,694.29 788,942,543.01 -211,151.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789,153,694.29 788,942,543.01 -211,151.2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71,215,806.10 971,004,654.82 -211,151.28 

1.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97,547,183.12 197,547,183.12  

  应收票据 108,539,478.26 4,719,852.20 -103,819,626.06 

  应收账款 155,112,602.77 155,112,602.77  

应收款项融资  103,571,212.79 103,571,212.79 

  预付款项 38,043,882.27 38,043,882.27  

  其他应收款 45,929,508.79 45,929,508.79  

  存货 145,827,688.95 145,827,688.95  

持有待售的资产 14,681,772.00 14,681,772.00  

  其他流动资产 1,104,629.79 1,104,629.79  

流动资产合计 706,786,745.95 706,538,332.68 -248,413.27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36,640,000.00 36,640,000.00  

  固定资产 142,128,805.95 142,128,805.95  

  在建工程 47,317,227.30 47,317,227.30  

  无形资产 8,095,663.32 8,095,663.32  

长期待摊费用 2,551,978.37 2,551,978.37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27,225.61 5,764,487.60 37,261.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42,460,900.55 242,498,162.54 37,261.99 

资产总计 949,247,646.50 949,036,495.22 -211,151.28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79,273,243.98 79,273,243.98  

  预收款项 864,817.40 864,817.40  

  应付职工薪酬 10,898,077.92 10,898,077.92  

  应交税费 10,273,543.56 10,273,543.56  

  其他应付款 46,802,705.42 46,802,705.42  

   其中：应付利息    

  其他流动负债 2,985,058.48 2,985,058.48  

流动负债合计 151,097,446.76 151,097,446.76 - 

非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28,559,000.70 28,559,000.7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559,000.70 28,559,000.70 - 

负债合计 179,656,447.46 179,656,447.46 - 

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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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123,488,430.00 123,488,430.00  

  资本公积 317,567,435.00 317,567,435.00  

  减：库存股 42,706,425.00 42,706,425.00  

  盈余公积 43,909,548.98 43,909,548.98  

  未分配利润 327,332,210.06 327,121,058.78 -211,151.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769,591,199.04 769,380,047.76 -211,151.2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949,247,646.50 949,036,495.22 -211,151.28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20 年 4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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