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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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玉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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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4,698,984.66 7,106,136,466.55 -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57,647,459.09 3,288,240,436.71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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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98,959.76 -26,123,516.5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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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347,447.81 1,058,059,523.34 -3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40,047.36 33,942,823.7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627,145.18 12,052,263.5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1.09 减少 1.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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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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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补助除外 

17,275,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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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8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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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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5,799.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49,378.09  

所得税影响额 -236,611.20  

合计 18,287,0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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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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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88,267,985 30.83 0 无 0 国有法人 

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 124,008,584 13.26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

司 
119,090,496 12.74 0 无 0 国有法人 

UBS   AG 4,267,587 0.46 0 无 0 境外法人 

李丽蓁 4,182,902 0.45 0 未知 - 境外自然人 

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3,601,071 0.39 0 无 0 境外法人 

王澄 2,574,801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海伟 2,225,100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WANG SHANG KEE &/OR CHIN   

WAN LAN 
2,171,320 0.23 0 未知 - 境外自然人 

TOYO SECURITIES ASIA LTD. 

A/C   CLIENT 
2,161,175 0.23 0 未知 -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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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88,267,985 人民币普通股 288,267,985 

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 

 

124,008,584 

 

人民币普通股 100,046,672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961,912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119,090,496 人民币普通股 119,090,496 

UBS   AG 4,267,587 人民币普通股 4,267,587 

李丽蓁 4,182,902 境内上市外资股 4,182,902 

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 3,601,071 境内上市外资股 3,601,071 

王澄 2,574,801 人民币普通股 2,574,801 

方海伟 2,225,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5,100 

WANG SHANG KEE &/OR CHIN   WAN LAN 2,171,32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7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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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 SECURITIES ASIA LTD. A/C   CLIENT 2,161,175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61,1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上海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海建实业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中

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此外，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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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期末数 合并期初数 变动比例（%） 备注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00.00 261,000,000.00 -61.69 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应收票据 13,871,903.95 132,904,061.42 -89.56 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托收 

应收款项融资 232,316,020.56 349,522,984.45 -33.53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及转付货

款、贴现 

开发支出 435,723.02 707,582.22 -38.42 转无形资产 

预收款项 -  87,636,015.63 -100.00 按照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货款重

分类为“合同负债”科目 

合同负债 59,772,641.06 -  不适用 按照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货款重

分类为“合同负债”科目 

应付职工薪酬 45,996,914.76 88,995,801.79 -48.32 支付上年度年终奖 

应交税费 11,158,044.71 17,707,005.96 -36.99 营业收入减少，应交增值税金额

下降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0,571,988.49 30,600,774.38 -65.45 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 - 50,024,786.24 -100.00 偿还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 90,496,782.56 -100.00 偿还长期应付往来款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 6 

 

3.1.2 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备注 

营业收入 650,347,447.81 1,058,059,523.34 -38.53 受疫情影响，上下游企业开工

不足，销售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 519,805,232.94 869,142,377.27 -40.19 营业收入下降，成本结转减少 

管理费用 99,538,079.32 52,701,895.28 88.87 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停工或

复工缓慢，停工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2,281,899.25 1,489,448.41 53.20 理财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5,039,049.60 -100.00 上期金额为持有的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资产已处置，本期无 

信用减值损失 -1,028,221.59 -  不适用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

工具计提的坏账准备计入本科

目 

资产减值损失 -3,236,385.72 -8,069,511.39 不适用 本期坏账损失计入“信用减值

损失”科目，且本期应收款项

金额小于上年同期，坏账准备

减少 

所得税费用 1,036,745.96 4,565,004.29 -77.29 利润总额减少 

营业利润 -47,940,938.89 39,989,807.81 不适用 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少，

毛利下降，停工损失增加 利润总额 -46,902,788.05 40,456,544.47 不适用 

净利润 -47,939,534.01 35,891,540.18 不适用 

 

3.1.3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备注 

收到的税费返还 2,679,083.80 1,123,633.54 138.43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还增加及出

口退税金额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1,770,438.91 29,322,521.45 -59.86 经营活动保证金收回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998,959.76 -26,123,516.56 不适用 主要为经营活动保证金收回减

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241,000,000.00 476,939,777.60 -49.47 理财产品收回金额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2,281,899.25 1,489,448.41 53.20 理财收益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191,634.69 2,961,127.93 -93.53 其他长期资产处置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0 484,339,777.60 -83.48 理财产品的购买支出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82,432,864.31 -83,931,676.90 不适用 收回投资的资金净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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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量净额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107,017,105.25 -100.00 上期为子公司吸收股东投资，

本期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422,258,669.28 172,400,000.00 144.93 偿还债务金额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9,487,510.85 160,366,184.62 不适用 偿还债务净额增加；上期子公

司吸收股东投资款，本期无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773,883.71 -969,324.74 不适用 汇率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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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 13日召开的九届十三次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皮尔金顿意大

利无限公司持有的江苏皮尔金顿耀皮玻璃有限公司和天津耀皮玻璃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截止

公告日，股权转让手续已完成。 

2、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0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

公司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截止公告日，已按协议完成第一阶段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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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健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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