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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5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20-048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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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于春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代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媛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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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689,569.18 223,546,155.81 3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353,666.86 3,546,287.22 1,54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7,520,394.28 144,449.94 39,720.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775,675.30 -27,687,158.94 29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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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4 0.0066 1,542.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4 0.0066 1,54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7% 0.57%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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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687,184.15 1,190,778,578.72 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2,277,513.12 613,923,846.26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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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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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192.9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1,8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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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821.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102.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118.11  

合计 833,27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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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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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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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天堂硅谷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24% 49,760,810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5% 45,508,591  质押 45,450,000 

财达证券－招商银行－证

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

之财达证券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03% 10,952,000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九章幻方青溪 3 号私

募基金 

其他 0.68% 3,664,419    

陈清 境内自然人 0.66% 3,556,900    

刘惠敏 境内自然人 0.57% 3,071,873    

洪荣培 境内自然人 0.45% 2,435,160    

刘荣城 境内自然人 0.39% 2,079,200    

陈元星 境内自然人 0.39% 2,076,200    

陈维儒 境内自然人 0.31% 1,6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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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天堂硅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9,760,810 人民币普通股 49,760,810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 45,508,591 人民币普通股 45,508,591 

财达证券－招商银行－证券行业

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财达证券 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9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52,000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九

章幻方青溪 3 号私募基金 
3,664,419 人民币普通股 3,664,419 

陈清 3,55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6,900 

刘惠敏 3,071,873 人民币普通股 3,071,873 

洪荣培 2,435,160 人民币普通股 2,435,160 

刘荣城 2,07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9,200 

陈元星 2,07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6,200 

陈维儒 1,65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7,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嘉兴天堂硅谷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行使，在表决权委托期限内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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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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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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72,293,234.11 247,782,456.45 24,510,777.66 9.89% 销售收入增加导致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入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7,901,298.50 8,546,120.02 19,355,178.48 226.48% 主要系本期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增加 

应收账款 128,023,474.09 115,137,325.06 12,886,149.03 11.19%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应收账款有所

增长 

应收款项融资 1,602,422.49 6,639,091.02 -5,036,668.53 -75.86%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预付款项 96,229,919.53 21,277,410.71 74,952,508.82 352.26% 原材料采购增加，导致预付货款增

加 

其他流动资产 8,445,527.13 18,594,599.45 -10,149,072.32 -54.58% 待抵扣进项税减少 

短期借款 257,870,083.38 115,837,076.99 142,033,006.39 122.61% 一年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30,088,907.06 45,784,801.99 -15,695,894.93 -34.28% 支付增加导致应付账款余额减少 

预收款项 44,657,836.71 13,409,405.14 31,248,431.57 233.03% 订单增加，预收货款相应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860,168.71 708,586.03 2,151,582.68 303.64% 加班加点生产导致人员工资增加 

应交税费 11,115,184.25 1,746,070.24 9,369,114.01 536.58% 利润增加所致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 

其他应付款 12,393,180.51 9,032,786.42 3,360,394.09 37.20% 主要系应付租赁、中介费用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97,000,000.00 135,013,073.33 -38,013,073.33 -28.16% 归还到期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118,000,000.00 216,451,499.99 -98,451,499.99 -45.48% 归还到期银行借款及划分为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预计负债  530,979.00 -530,979.00 -100.00% 诉讼事项完结导致预计负债减少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90,689,569.18 223,546,155.81 67,143,413.37 30.04% 医疗卫生防护材料市场需求增加，

导致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营业成本 168,260,975.72 194,949,204.22 -26,688,228.50 -13.69% 产品结构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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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 1,859,052.52 2,325,834.03 -466,781.51 -20.07% 享受国家税费减免政策所致 

销售费用 9,589,646.83 6,174,481.71 3,415,165.12 55.31% 主要系人员工资、运杂费增加 

管理费用 19,343,826.20 12,023,856.19 7,319,970.01 60.88% 人员工资及其他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 2,759,559.80 621,912.96 2,137,646.84 343.72% 医疗防护材料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688,543.62 6,309,768.19 -621,224.57 -9.85% 主要系汇兑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1,483,192.90 841,750.49 641,442.41 76.20%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286,002.63 971,033.81 -1,257,036.44 -129.45% 主要系银行理财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44,821.52 2,834,926.65 -3,579,748.17 -126.27% 股票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76,764.84 -1,944,362.13 567,597.29 29.19% 主要系应收款项账龄结构变化导致

坏账准备计提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9,500.72 48,880.84 -68,381.56 -139.89% 本期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267.99 -816,859.41 814,591.42 99.72% 主要系上期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宜

昌化工处置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70,336.40 8,466.88 61,869.52 730.72% 主要系存货盘盈收入 

营业外支出 192,439.01 41,649.30 150,789.71 362.05% 主要系诉讼支出及疫情期间捐赠支

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6,325,026.83 256,483.32 6,068,543.51 2366.06% 主要系本期盈利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775,675.30 -27,687,158.94 82,462,834.24 297.84% 销售回款增加导致经营活动现金净

流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158,290.71 18,309,698.90 -47,467,989.61 -259.25% 本期银行理财净支出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1,193.42 192,010,009.66 -191,938,816.24 -99.96% 主要系上期银行借款增加较多，本

期银行借款增减基本持平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6,091,558.78 182,074,554.34 -155,982,995.56 -85.67%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净增加额同比

上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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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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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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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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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000712 

锦龙股

份 

6,466,3

75.08 

公允价

值计量 

5,020,0

28.00 

-825,66

2.50 
   

-825,66

2.50 

4,194,3

65.5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300702 

天宇股

份 

11,205.0

0 

公允价

值计量 

37,389.

52 

26,393.

48 
   

26,393.

48 

63,783.

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300271 

华宇软

件 

2,801,1

76.67 

公允价

值计量 

3,479,8

00.00 

54,800.

00 
   

54,800.

00 

3,534,6

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300582 英飞特 

7,425.0

0 

公允价

值计量 

8,902.5

0 
-352.50    -352.50 

8,550.0

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9,286,1

81.75 
-- 

8,546,1

20.02 

-744,82

1.52 
0.00 0.00 0.00 

-744,82

1.52 

7,801,2

98.5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9 年 08 月 30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2,510 2,010 0 

合计 22,510 2,01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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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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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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延期回复交易所问询的原因 

2020 年 01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变更承诺的情况 

2020 年 01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权过户的进展情况 

2020 年 01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控股股东的后续计划 

2020 年 01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大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规划 

2020 年 01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发布的时间 

2020 年 01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董、监、高辞职的情况 

2020 年 01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股东大宗交易的情况 

2020 年 01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是否生产口罩 

2020 年 01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防护材料生产情况 

2020 年 03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熔喷布生产情况 

2020 年 03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复工情况 

2020 年 03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一季度业绩预告发布时间 

2020 年 03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减持股票的目的及进展情况 

2020 年 03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产品出口情况 

2020 年 03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高管减持股份的情况 

2020 年 03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防疫材料的产能及价格情况 

2020 年 03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质押股份的情况 

2020 年 03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近期是否有机构到公司调研 

2020 年 03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大股东增持计划的时间 

2020 年 03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土地储备情况 

2020 年 03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宜昌欣龙的情况 

2020 年 0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疫情对公司的影响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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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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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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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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