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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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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方银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马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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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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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54,834,895.24 1,694,748,484.71 -2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714,126.08 43,843,542.83 13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4,470,789.63 40,779,842.95 156.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9,203,107.45 183,446,008.08 -203.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67 0.1035 138.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67 0.1035 138.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8% 1.92% 1.9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727,304,294.83 6,679,238,217.00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54,269,158.52 2,689,811,092.05 -1.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9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00,7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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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453.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17,612.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1,773.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5,417.76  

合计 -756,663.5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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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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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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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银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6% 70,000,000 0 质押 54,600,000 

河南正商企业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3% 39,436,800 0 质押 30,280,000 

方银军 境内自然人 6.81% 28,801,840 21,601,380   

陈雨 境内自然人 5.39% 22,800,000 0 质押 22,800,000 

陆伟娟 境内自然人 2.49% 10,532,728 0   

洪树鹏 境内自然人 2.45% 10,344,600 0   

邹欢金 境内自然人 1.84% 7,760,272 5,820,204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4% 7,356,200 0   

许荣年 境内自然人 1.67% 7,041,992 5,281,494   

苏建华 境内自然人 0.89% 3,744,6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0 

河南正商企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9,4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36,800 

陈雨 2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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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伟娟 10,532,728 人民币普通股 10,532,728 

洪树鹏 10,34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44,6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7,356,200 

方银军 7,200,46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460 

苏建华 3,74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744,600 

黄亚茹 3,40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1,600 

洪菁 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河南正商企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河南嵩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的财产份额。2、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

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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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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主要原因分析 

应收款项融资  92,651,852.38   158,751,107.92  -41.64% 主要系增加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存货  1,173,668,079.61  889,479,685.22 31.95% 主要系下游企业复工和运输环节的恢

复受到的疫情影响，一季度末库存较

为宽松。4月底有所好转，产品已出现

库存紧张趋势。 

无形资产  389,304,953.55  280,993,396.70 38.55%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较期初河南赞宇增

加了土地无形资产已成交。 

其他非流动资产  949,996.20  109,025,711.00 -99.13% 主要期初系河南赞宇支付土地购置

款，期初尚未成交，本期已成交，转

到无形资产。 

应付票据  286,400,122.00   202,646,685.23  41.33% 主要系增加票据结算，增加融资方式。 

预收款项  -     203,552,102.74  -34.41% 主要系年底客户预付货款锁价，一季

度陆续发货。 合同负债  133,504,454.06   

应付职工薪酬  6,988,895.05   31,046,155.76  -77.49% 主要系2019年计提的年终奖于2020年

一季度发放完毕。 

其他综合收益  -101,729,385.80   38,444,235.05  -364.62% 主要系印尼币贬值，汇率变动较大，

杜库达资产规模较大，引起其他综合

收益减少。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比例 主要原因分析 

营业成本  1,013,120,964.63   1,489,474,001.07  -31.98% 主要系本期销售减少，毛利增加，成

本减少以及19年6月30号处置南通凯

塔，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内所致。 

税金及附加 3,826,881.81  5,563,477.82  -31.21% 主要系销售收入减少，附加税减少所

致。 

销售费用 34,336,190.56  55,295,735.02  -37.90% 主要系销售收入减少，销售费用相应

减少。 

财务费用 31,623,624.74  12,801,710.42  147.03% 主要系印尼币贬值，汇率变动较大，

汇兑损益较大；诚鑫维顿，金马采用

成本法核算纳入合并范围内，利息支

出增加。 

其他收益 3,500,783.08  910,500.00  284.49% 主要系本期诚鑫维顿，金马采用成本

法核算纳入合并范围内，政府补助摊

销增加。 

投资收益 -7,240,599.06  2,489,133.84  -390.89% 主要系本期期货投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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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208,800.00  263,972.30  1873.24% 主要系本期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1,888,049.83  29,972.91  6199.19% 主要系新疆金马停工损失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比例 主要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9,203,107.45 183,446,008.08 -203.14% 主要系因疫情影响有些公司未复工回

款速度慢，收入下降，存货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747,890.93 -61,437,467.58 41.81% 主要系本期收回南通凯塔往来款所

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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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事项 

2020年1月15日，公司与珠海万源水务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实际控制人陈美杉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但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公司待武汉新天达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2019年度财务数据披露后，重新将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珠海万源水务投资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及其实际控制人陈美杉签订《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0 年 01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张惠琪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1、本人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不利用赞宇科技的股东和共

同实际控制人地位或以其他身

份进行损害赞宇科技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行为；本人及受本人

控制的企业与赞宇科技之间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

循市场公平原则进行，在赞宇

科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涉及

己方利益的关联交易进行决策

2018 年 07

月 24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承诺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时，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赞宇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自觉回避。2、本人目前除

持有赞宇科技股份外，未投资

其它与赞宇科技及其控股子公

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

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

构、组织，或从事其它与赞宇

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类

似的经营活动；也未在与赞宇

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

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任何

企业任职；本人未来将不以任

何方式从事（包括与他人合作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于任

何业务与赞宇科技及其控股子

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

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

机构、组织；或在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当本

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与赞宇科技

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竞争

性同类业务时，本人及可控制

的企业自愿放弃同赞宇科技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竞争；本

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不向其他在

业务上与赞宇科技及其控股子

公司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

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或个人提供资金、技术或提供

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支持；

上述承诺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

期间和在公司任职期间有效，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

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河南正商

企业发展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张惠琪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1、如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范

围，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不与公司拓展后的业务相

竞争；若出现可能与公司拓展

后的业务产生竞争的情形，本

人/本企业将通过包括但不限

2018 年 07

月 24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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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下方式退出与公司的竞

争：（1）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2）将

相竞争的资产或业务以合法方

式置入公司；（3）将相竞争的

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采取其他对维护公司权益

有利的行动以消除同业竞争。 

河南正商

企业发展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张惠琪 

关于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

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

企业承诺不利用自身对赞宇科

技的控制地位及重大影响，谋

求赞宇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在

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人/本

企业投资的其他企业优于市场

第三方的权利；不利用自身对

赞宇科技的控制地位及重大影

响，谋求与赞宇科技及其下属

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2、杜绝本人/本企业投资的其

他企业非法占用赞宇科技及其

下属子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

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赞宇科

技及其下属子公司违规向本人

/本企业所投资的其他企业提

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同时会在

对等条件下，为赞宇科技提供

相同额度的担保。3、本次交易

完成后，本人/本企业将诚信和

善意履行作为对上市公司股东

的义务，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

控制的企业之间的不合理的关

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

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

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

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

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

格按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

三方进行同时或相似交易时的

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

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上市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

2018 年 07

月 24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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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关联

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

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

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4、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

/本企业承诺在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对涉及本人/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企业的有关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表决时，受本人/本企业

控制的直接持股方将履行回避

表决的义务。5、本次交易完成

后，本人/本企业承诺正商发展

将依照上市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行

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

益，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6、本次交易完

成后，除非本人/本企业不再为

对上市公司具有控制权，本承

诺将始终有效。若本人/本企业

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造成损失的，一切损失

将由本人/本企业承担。” 

河南正商

企业发展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张惠琪 

关于公司独

立性的承诺 

（一）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

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专职工

作，不在本人/本企业及本人/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

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且不在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

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2、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

立，不在本人/本企业及本人/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

或领取报酬。3、保证上市公司

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

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本

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二）资产独立 1、保证上市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

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处于上市公

2018 年 07

月 24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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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

独立拥有和运营。保证本人/

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

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2、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

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

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

担保。（三）财务独立 1、保证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

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2、保

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

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

务管理制度。3、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企业

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

银行账户。4、保证上市公司能

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企

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

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

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5、保

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

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

的组织机构。2、保证上市公司

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

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

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

立行使职权。3、保证上市公司

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

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

混同的情形。（五）业务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

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

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

持续经营的能力。2、保证尽量

减少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

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或有合

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

行。（六）保证上市公司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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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与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

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

立。”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方银军;洪

树鹏;陆伟

娟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1、本人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

中不利用赞宇科技的股东和共

同实际控制人地位或以其他身

份进行损害赞宇科技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行为；本人及受本人

控制的企业与赞宇科技之间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

循市场公平原则进行，在赞宇

科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涉及

己方利益的关联交易进行决策

时，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赞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自觉回避。2、本人目前除

持有赞宇科技股份外，未投资

其它与赞宇科技及其控股子公

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

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

构、组织，或从事其它与赞宇

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类

似的经营活动；也未在与赞宇

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

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任何

企业任职；本人未来将不以任

何方式从事（包括与他人合作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于任

何业务与赞宇科技及其控股子

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

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

机构、组织；或在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当本

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与赞宇科技

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竞争

性同类业务时，本人及可控制

的企业自愿放弃同赞宇科技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竞争；本

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不向其他在

业务上与赞宇科技及其控股子

公司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

2011 年 11

月 25 日 
长期有效 

严格遵守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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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或个人提供资金、技术或提供

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支持；

上述承诺在本人持有公司股份

期间和在公司任职期间有效，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承

担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

失。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2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

ompanyDetail?stockcode=002637&orgI

d=9900021767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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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2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

ompanyDetail?stockcode=002637&orgI

d=9900021767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2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

ompanyDetail?stockcode=002637&orgI

d=9900021767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3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

ompanyDetail?stockcode=002637&orgI

d=9900021767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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