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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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向朝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鲁亚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鲁亚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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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5,309,512.44 2,475,113,143.11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16,991,921.63 1,587,560,378.27 1.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17,992.94 53,595,849.89 7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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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28,764.43 248,713,209.59 -1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870,804.09 38,409,239.78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48,027.37 35,012,452.19 4.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8 2.46 增加 0.82 个百分点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07 0.1837 0.2527 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07 0.1837 0.2527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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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5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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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的政府补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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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6,632.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95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960.83  

所得税影响额 -375,356.45  

合计 3,122,7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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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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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朝东 39,200,000 18.75 39,2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应超 14,896,000 7.12 14,896,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向星星 14,602,000 6.98 14,60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杜庭强 10,211,600 4.88 10,211,6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向朝明 7,840,000 3.75 7,84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少萍 6,777,288 3.24  无  境内自然人 

杨燕 6,064,100 2.9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勇 5,969,320 2.86 5,88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952,767 2.8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贾登海 3,920,000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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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少萍 6,777,288 人民币普通股 6,777,288 

杨燕 6,064,1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4,100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52,767 人民币普通股 5,952,767 

贾登海 3,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20,000 

应一城 3,552,088 人民币普通股 3,552,088 

邢映红 3,234,244 人民币普通股 3,234,244 

李勇刚 2,963,160 人民币普通股 2,963,160 

吴勇 2,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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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09,604 人民币普通股 2,209,6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向朝东与徐应超为舅甥关系、向朝东与向星星为

父女关系、向朝东与杜庭强为舅甥关系、向朝东与向朝明

为兄弟关系；向朝东、徐应超、向星星、杜庭强、向朝明

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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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

例（%） 
备注 

应收票据 89,719,735.81 134,121,285.97 -33.11 主要系票据到期和贴现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68,264,099.41 32,530,775.28 109.84 

主要系报告期管理业务模式为既以收

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

标的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4,218,652.59 59,360,419.36 75.57 主要系预付设备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858,452.77 18,648,793.20 -52.50 主要系报告期发放上年度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12,040,860.62 5,144,504.46 134.05 
主要系报告期期末应交增值税、所得

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936,438.38 743,093.94 295.16 
主要系报告期已发生未支付的维修

费、排污费等费用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649,353.66 1,748,071.61 -62.85 主要系应支付的银行利息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2,287,928.19 -100.00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归还所

致 

 

3.1.2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备注 

销售费用 4,131,265.87 3,124,110.62 32.24 
主要系报告期内仓储费、

运输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778,473.98 699,333.26 154.31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息收入

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375,671.67 484,819.88 183.75 
主要系计入其他收益的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5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备注 

信用减值损失 831,398.33  

-171.30 

主要系报告期应收账款余

额减少，计提的减值损失

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66,091.64 

资产处置收益 
 

36,833.67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无资产处置

收益 

营业外收入 28,199.06 101,500.00 -72.22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政府

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39,115.93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无营业外支

出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617,992.94 53,595,849.89 70.94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及支付的税

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974,507.10 -173,475,810.14 77.53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18,773.20 -46,641,200.96 74.66 

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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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向朝东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