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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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鲁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尤世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尤世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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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92,142,455.38 464,837,887.66 611,931,376.19 -1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673,019.57 26,933,630.46 80,543,117.96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135,729.00 19,017,405.96 12,233,569.72 6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416,078.63 9,486,937.46 42,061,370.97 -134.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2 0.0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1.70% 2.87% -0.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784,139,739.35 8,170,897,046.20 8,170,897,046.20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51,467,463.18 2,870,794,443.61 2,870,794,443.61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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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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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8,725.35 政府补助 

债务重组损益 63,216,822.09 债务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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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0,540.12 期货公允价值变动及投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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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4,313.09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2,014.73  

合计 60,537,290.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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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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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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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东方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1% 259,915,384 259,915,384   

露笑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2% 236,021,210 0 质押 228,000,000 

嘉兴金熹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0% 61,884,615 61,884,615   

鲁小均 境内自然人 4.05% 61,200,000 0 质押 61,000,000 

汇佳华健（珠海）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 55,111,858 0   

鲁永 境内自然人 3.03% 45,763,422 34,322,566 质押 45,760,000 

诸暨市亿锦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39,722,187 0   

珠海横琴宏丰汇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 30,942,307 30,942,307   

何小妹 境内自然人 1.70% 25,6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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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卫 境内自然人 1.64% 24,732,826 17,25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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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集团有限公司 259,915,384 人民币普通股 259,915,384 

鲁小均 6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200,000 

汇佳华健（珠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5,111,858 人民币普通股 55,111,858 

诸暨市亿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9,722,187 人民币普通股 39,722,187 

何小妹 25,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5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215,340 人民币普通股 15,215,340 

石庭波 12,69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93,600 

鲁永 11,440,856 人民币普通股 11,440,856 

李红卫 7,4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7,474,400 

李伙开 5,741,863 人民币普通股 5,741,8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前十大股东中第 2 名、第 4 名、第 6 名为关联关系 

2、前十大股东中第 2 名、第 5 名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何小妹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5,650,000 股 

2、李红卫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7,474,400 股 

3、石庭波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1441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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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幅%  备注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6,654,675.45   247,048,655.45  -44.69% 鼎阳业绩对赌确认的交易性金

融资产冲减其他应付款 

  预付款项  100,763,033.40   21,309,384.03  372.86% 预付采购款 

  持有待售资产  240,388,385.61   -     鼎阳净资产转入持有待售 

  在建工程  178,558,122.40   80,463,170.41  121.91% 在建工程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0,056,113.83   22,058,555.94  -54.41% 年终奖发放 

  应交税费  9,228,311.30   58,540,246.98  -84.24% 应交税费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21,931.00   874,025.82  -97.49% 鼎阳公司转入持有待售不并表 

     

利润表项目  本年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幅%  备注 

 税金及附加  1,714,968.26   2,457,681.15  -30.22% 税金及附加减少 

 研发费用  6,461,274.11   4,656,558.71  38.76% 研发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2,348,725.35   10,700,486.66  -78.05% 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1,720,140.12   30,396,618.41  -105.66% 上年确认瀚华分红 

 资产处置收益  14,581.61   -267,996.57  -105.44% 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63,362,727.41   2,695,542.94  2250.65% 债务重组 

 营业外支出  1,220,218.41   152,403.50  700.65% 公益性捐赠支出 

 所得税费用  -16,137,588.66   4,864,221.97  -431.76% 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年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幅%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16,078.63   42,061,370.97  -134.27% 回款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60,532.82   -161,075,307.14  -85.75% 构建固定资产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619,569.85   370,831,242.56  -126.59% 融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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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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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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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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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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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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国海良

时 
无 否 期 货 1,658.6 

2020 年

01 月 06

日 

2020 年

03 月 31

日 

1,658.6 1,658.6 
1,375.5

9 
 0 0.00% -283.01 

合计 1,658.6 -- -- 1,658.6 1,658.6 
1,375.5

9 
 0 0.00% -283.01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9 年 04 月 29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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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进行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原材料价格风险、套期保值的原 

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买入套期保值合约及平仓时进行严 

格的风险控制。期货套期保值操作可以降低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 

专注于业务经营，在材料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时，仍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 

同时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化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期货 

交易的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 

制度不完善，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确、及时、完整 

地记录相关信息，将可能导致套保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而造成风险。 

3、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公司内部针对套期保值业务制定了《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严格规定了 

该业务的操作程序，能有效控制和规避上述风险。 

1、公司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相匹配，严格控制期 

货头寸。 

2、公司规定期货交易员应严格按照审批确定后的套保方案进行操作，并规 

定了按日编制期货交易报告并提交相关审核或审批人员的制度，确保期货交易风 

险控制。 

3、公司以自己名义设立套期保值交易账户，使用自有资金，不会使用募集 

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4、设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当发 

生故障时，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对应点单,期限相同,数量相等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公司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已就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 

流程、审批流程及《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锁定公 

司的产品预期利润，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 

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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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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公司 2020 年 2 月 23 日披露的《露

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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