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9 日以邮件方式向各位

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0年 4�月 20日以现场表决
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玲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全体与会监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倍加洁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二）审议通过《倍加洁 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与会监事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倍加洁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

核，一致认为：
1、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有关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真实的反映了公司
当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三）审议通过《倍加洁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与会监事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倍加洁 2020 年第一季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认真

审核，一致认为：
1、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有关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真实的反映了
公司当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四）审议通过《倍加洁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五）审议通过《倍加洁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拟以 2019 年末总股本 10,000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20,000,000.00元。 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转
入下一年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倍加洁关
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倍加洁关

于续聘公司 2020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倍加洁关

于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告编号：2020-016）。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倍加洁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017）。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九）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追认及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与会监事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追认况及 2020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一致认为：
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独

立性产生影响，也没有使公司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有关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中国
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倍加洁关
于 2019 年关联交易追认及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8）。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十）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与会监事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进行了认真审核，一致认为：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募投项目资金

需求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
务成本，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会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运行，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倍加洁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根据公司 2019年年度的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情况，公司制定了 2019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倍加洁关

于 2019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21）。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特此公告。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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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倍加洁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根据公司 2020 年业务发
展所需资金需求，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拟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总额人民币（含外币折算）不超过 5 亿元（累计发生额），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实
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公司根据需要以土地使用权、 房产等资产为其借款作抵
押、质押担保，或者由其他单位为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 有效期自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综合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中长期借款、 银行承兑汇
票、保函、信用证、抵押贷款等。 具体授信额度、期限、利率及担保方式等条件 以公
司与相关金融机构最终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为准。

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在前述额度内分
割、调整向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额度，决定申请授信的具体条件（如
合作金融机构、利率、期限等）并签署相关协议和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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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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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需求和考虑股东回报，并结合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股本 10,000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 元（含
税）， 合计 20,000,000.00 元， 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倍加洁 60305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新余 龚涛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杭集工业园 江苏省扬州市杭集工业园
电话 0514-87497666 0514-87497666

电子信箱 wangxinyu@oralstar.com gongt@oralsta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公司主要从事口腔清洁护理用品以及一次性卫生用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其中口腔清洁护理用品主要包括牙刷、牙线、齿间刷、牙线签等产品，一次性卫生用
品主要包括湿巾等产品。

2、公司产品：
（1）牙刷系列产品

（2）其他口腔清洁护理用品

（3）一次性卫生用品

（二）公司经营模式
1、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包括：以产品研发设计为核心竞争优势 ODM 和自主品牌
以产品研发设计为核心竞争优势的 ODM，在 OEM 较为成熟的基础上，着重发

展研发设计，为第三方品牌公司设计、生产制造出以其品牌出售的商品。 此种经营
模式通过自身的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及溢价权， 从而为公司在生产制造的基础上实
现更大的盈利。

公司自主品牌为倍加洁。“倍加洁”商标已连续多年被评为江苏省著名商标，公
司聚焦于自主品牌核心价值打造，注重产品研发、市场营销与品牌推广，有完善的
营销网络做支撑，为消费趋势的市场主导者。 当消费者愿意为这样的产品支付更高
的价格时，品牌效应便转化成品牌持有者的利润来源。

2、生产模式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经营方针，即每年根据上年销售情况和本年接单情况制

定本年度销售计划，根据销售计划安排生产计划，每月的生产计划根据上月的生产
销售情况和下月销售计划作适当调整。 在质量控制体系基础上，与外部加工厂商建
立合作关系，以便在订单旺季期间，通过委托加工（外协加工）方式解决短期产能不
足的问题。

3、销售模式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形成了以 ODM 为主兼顾自主品牌、国内和国外市场并重

的业务格局，国内市场主要包括贴牌销售、自主品牌销售两种模式。 自主品牌销售
一般包括经销、代销和直销模式，前两者主要包括国际性大卖场、本土大型连锁超
市、中小型超市、便利店、食杂店等，后者主要是在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上进行自
主品牌直销。

（三）行业情况说明
1、口腔清洁护理用品行业：
牙刷作为人们日常口腔清洁护理的最主要工具之一，属于生活必需品，价值相

对较低，需求弹性较小，具有刚性需求，且与人口增长正相关，市场需求较为稳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口腔护理保健意识的增强，人们更换牙刷的频次也

将逐步增长，牙刷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中国日杂协会的统计，2019 年我国牙刷
产量超 80 亿支。其中出口超 50 亿只。根据原国家卫生部制定的《中国居民口腔健康
指南》，一般应每 3 个月左右更换一把牙刷。 因此，每人每年应使用 4 支牙刷。 按照
15-64 岁人口数据进行保守计算，全球牙刷的理论年消费总量为 193.44 亿支。

此外，牙刷市场也呈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从牙刷材质看，更软更细的刷毛以及
更小的刷头更受市场欢迎，软毛牙刷的销售份额在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细毛、小
刷头牙刷增长迅猛；从使用对象看，专门针对儿童的产品越来越流行，儿童牙刷市
场增长迅速；从产品类型来看，电动牙刷普及率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快速增长，国内
电动牙刷产量突破 7 亿只。

目前，国内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市场主要呈现出三个梯队的竞争格局。 第一梯队
由国际知名行业巨头构成，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实力强劲；第二梯队是由本土领
军品牌组成， 品牌知名度低于上述跨国企业， 第三梯队则是由众多区域性品牌组
成。 本土企业市场主要集中于国内，部分企业虽然有外销业务，但多数从事于贴牌
加工，对自身的品牌开发、宣传力度不够，市场拓展力度有待提升。

2、湿巾行业
① 全球湿巾市场发展趋势
过去几年，湿巾应用从个人清洁到家居清洁，再到特种清洁全面延伸发展，医疗

清洁消毒、病患护理、婴幼儿护理、个人日常清洁等湿巾消费稳定增长。 根据智研咨
询的统计，2009 年至 2014 年，全球湿巾消费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将接近 6%，全球湿
巾消费市场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差别化发展机遇。 北美及欧洲人口合计占全球总
人口约为 15.6%，却占据超过 75%的全球湿巾市场份额。 欧美市场是全球湿巾消费
的主力市场，这一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亚太地区随着中国湿巾市场
的逐步增长，未来也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② 我国湿巾市场发展趋势
目前，国内湿巾市场仍以婴儿用湿巾、通用湿巾为主，女性卫生湿巾、卸妆湿巾

等人用湿巾及家居清洁湿巾、宠物湿巾等品类占比仍然很小，厕用湿巾和厨房湿巾
市场在领先企业推动下将继续拓展。

现在生活节奏快、时间紧张，便利性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根据北美等发达的国家经验，具有消毒 / 清洁功能的湿巾增长较快。近年来，全

球暴发了一系列的流行性疾病，一些有传染性病菌也在很多地方肆虐，为了控制流
行疾病及减少感染， 清洁 / 消毒湿巾得到普遍应用。 随着人们卫生健康意识的提
高，中国市场对于具有清洁 / 消毒功能的湿巾也将有一定的需求。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逐年提高，中产阶级和年轻一族、白领一族群体不断壮大，生
活方式实现重大转变，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
费升级，健康理念、清洁意识随之增强，这成为我国湿巾市场快速增长的重要宏观
基础。 因此，预计未来中国湿巾市场规模增速继续处于全球前列，湿巾市场规模占
全球比重预计也将逐年提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192,347,439.15 1,075,696,886.86 10.84 577,121,835.75

营业收入 805,994,374.65 755,489,892.40 6.68 668,863,34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9,365,718.83 94,412,130.09 15.84 86,564,20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0,229,378.79 81,956,237.22 22.30 83,749,58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972,230,252.87 871,379,936.42 11.57 340,939,806.3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1,177,819.56 67,926,963.67 137.28 102,718,453.58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09 0.99 10.10 1.15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09 0.99 10.10 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86 12.58 减少 0.72个百

分点 28.8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76,764,138.20 211,877,290.81 214,270,246.62 203,082,69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359,047.34 30,143,160.31 32,887,229.53 21,976,28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1,506,702.99 26,375,217.03 31,393,478.21 20,953,98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036,819.98 29,589,691.29 19,631,253.96 78,920,054.3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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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05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文生 12,600,000 63,000,000 63 63,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扬州竟成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00,000 7,500,000 7.5 7,500,00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扬州和成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900,000 4,500,000 4.5 4,500,00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
限公司 253,750 1,268,750 1.27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彭崇勃 538,225 778,025 0.7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王啟利 612,975 612,975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徐义 544,000 544,000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陈丙胜 414,400 414,4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郭佳 411,750 411,75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王恢鹏 405,225 405,225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张文生担任扬州竟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
和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5,994,374.65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6.68%； 实现营业利润

132,115,235.47 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9,365,718.83 元， 同比增长
15.84%；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总资产 1,192,347,439.15 元， 较年初增长
10.84%；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972,230,252.87 元，较年初增长 11.57%。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

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扬州倍加洁日化有限公司

扬州美星口腔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扬州恒生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倍加洁口腔护理用品宿迁有限公司

江苏明星牙刷有限公司

倍加洁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59 公司简称：倍加洁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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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文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嵇玉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嵇玉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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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482,199.80 1,192,347,439.15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86,383,017.69 972,230,252.87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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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465.45 33,036,819.98 -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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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72,108.90 176,764,138.20 -2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009,911.84 24,359,047.34 -4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94,815.71 21,506,702.99 -26.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 2.76 减少 1.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4 0.24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4 0.24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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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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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9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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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5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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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3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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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4,198.01 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的生产损失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681,660.92

合计 -1,884,9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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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文生 63,000,000 63 63,0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扬州竟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0 7.5 7,5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扬州和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500,000 4.5 4,5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文作兵 917,175 0.9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丙胜 636,900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526,000 0.5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文海 254,335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志炜 225,3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大连通和投资有限公司－通
和宏观对冲一期私募投资基

金
220,000 0.2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刘利利 215,3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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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文作兵 917,175 人民币普通股 917,175
陈丙胜 6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636,900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5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6,000
王文海 254,335 人民币普通股 254,335
胡志炜 2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300

大连通和投资有限公司－通和宏观对冲一期
私募投资基金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刘利利 21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300
阮瑞娟 209,215 人民币普通股 209,215
高竹青 17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700
许建琼 170,250 人民币普通股 170,2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文生担任扬州竟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州和成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未知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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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

累计
本期期初数 /同期

累计 变动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112,575,095.96 82,538,476.61 36.39% 主要系银行存款增加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59,816,397.28 32,163,956.70 85.97% 主要系长期资产的预付款增加影响

短期借款 36,030,300.07 5,508,612.39 554.07% 主要系银行应收账款风险参与业务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15,018,189.27 21,712,853.84 -30.83% 主要系按月计提的员工奖金本期发放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427,450.60 284,597.62 50.19% 主要系权益法下联营企业其他综合收益变
动影响

销售费用 6,885,371.02 10,580,225.36 -34.92% 主要系和营收相关的代理费、佣金、电商平
台运营费以及超市进场费等下降影响

财务费用 -649,028.35 889,007.56 -173.01% 主要系同期外币汇兑较多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838,705.16 545,799.44 53.67% 主要系账龄组合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转回
较多

营业外支出 6,685,100.27 0.00 / 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生产损失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52,465.45 33,036,819.98 -102.28%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72,065.57 42,534,386.25 -89.96% 主要系购买固定资产和理财支付的现金较

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785,803.75 -22,667,952.14 / 主要系本期银行应收账款风险参与业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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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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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生

日期 2020 年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