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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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有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文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晁慧

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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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3,826,566.46 5,025,893,654.70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860,104,976.52 2,863,802,659.23 -0.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911,226.23 28,772,910.68 -26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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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37,549.70 456,082,958.00 -4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610,273.00 50,038,916.84 -7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031,280.75 47,957,769.36 -74.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29 1.74 减少 1.4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9 0.0442 -7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9 0.0442 -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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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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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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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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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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196,549.9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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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84,457.8  

合计 2,578,9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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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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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381,538,217 33.71 0 质押 18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 

22,467,179 1.98 0 未知 0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

投·鑫鑫向荣26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2,037,711 1.95 0 未知 0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

投·鑫鑫向荣27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9,316,053 1.71 0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5,508,214 1.37 0 未知 0 未知 

黄永耀 13,719,200 1.21 0 未知 0 未知 

四川电子科技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   
13,428,600 1.19 0 未知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

组合   
11,882,393 1.05 0 未知 0 未知 

蒋小荣   6,736,100 0.60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收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38,840 0.48 0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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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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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81,538,217 人民币普通股 381,538,217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2,467,179 人民币普通股 22,467,17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鑫鑫向荣 2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2,037,711 人民币普通股 22,037,71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鑫鑫向荣 2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9,316,053 人民币普通股 19,316,05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508,214 人民币普通股 15,508,214 

黄永耀 13,71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19,200 

四川电子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

会   
13,42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28,6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1,882,393 人民币普通股 11,882,393 

蒋小荣   6,7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6,736,1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收

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38,840 人民币普通股 5,438,8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关系。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其管理人为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瑞贝卡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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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08,781,034.56 73,919,488.90 47.16% 
主要是由于期末进口原

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3,243,115.85 75,582,351.08 -42.79% 
主要是由于本期支付上

年末计提工龄工资所致 

 2、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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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1-3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62,737,549.70 456,082,958.00 -42.39% 

主要是由于受疫情影响，

公司国内外销售市场均

受到较大影响，销售减少

所致 

营业成本 172,755,667.20 291,673,264.16 -40.77% 
主要是由于受疫情影响，

销售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 11,779,525.66 39,872,127.90 -70.46% 
主要是由于本期美元升

值、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1-3

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911,226.23 28,772,910.68 -266.52% 

主要是由于本期营业收

入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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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 2018年 2月 5日接到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政府函，为加快建安区新城区发展，聚集

新城区人气，根据许昌市城乡总体规划，并经建安区政府常务会决定，我公司位于瑞贝卡大道南

侧厂区（面积约 200亩，以下简称“南厂区”）所在地块将被依法收储，土地性质调整为商住用

地，依法出让，该厂区原有生产线应迁建至新城区尚集产业集聚区境内。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2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部分厂

区搬迁的提示性公告》（编号：临 2018-001）。经协商，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就南厂区搬迁、土

地性质调整、补偿等事项达成一致，并于 2018年 3月 12日签署了《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南厂区搬迁协议书》。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年 3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部分厂区搬迁进展公告》（编号：临

2018-006）。本次征收补偿事项，尚需公司与政府就收储政策及补偿标准签署具体专项协议，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无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对

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的披露公告。 

   2、2018年6月1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8-023；2018年6月29日，公司又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复牌的提

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证券日报》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25。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境外投资以及

国外市场营销网络建设，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项目建设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本项目前期各项

工作仍在推进中，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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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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有全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