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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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俊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来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林洁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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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500,625.84 1,082,808,121.09 3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50,208,782.66 873,441,764.44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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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3,442.81 35,151,447.31 -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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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31,360.21 171,773,306.12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902,741.28 15,633,342.27 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63,762.61 15,520,831.01 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 1.90 增加 0.0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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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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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49.7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943.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14.68

合计 338,9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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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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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俊辉 122,097,515 54.18 0 质押 88,314,565 境外自然人

郑幼文 12,627,450 5.60 0 质押 12,627,450 境内自然人

林瑞华 4,389,302 1.95 0 无 境内自然人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瑞丰汇邦
宏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31,827 1.9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雁升 3,661,502 1.62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校 676,036 0.30 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庄泽 426,035 0.19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佳彬 374,700 0.17 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作斌 353,000 0.16 0 无 境内自然人

翁辉武 317,600 0.14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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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黄俊辉 122,097,515 人民币普通股 122,097,515
郑幼文 12,627,45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7,450
林瑞华 4,389,302 人民币普通股 4,389,302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瑞丰汇邦宏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31,827 人民币普通股 4,331,827

陈雁升 3,661,502 人民币普通股 3,661,502
陈校 676,036 人民币普通股 676,036
黄庄泽 426,035 人民币普通股 426,035
王佳彬 37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74,700
赵作斌 3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000
翁辉武 317,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黄俊辉先生与郑幼文女士为夫妻关系；黄庄
泽先生与陈校先生系黄俊辉先生侄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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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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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331,299,676.54 45,270,727.60 286,028,948.94 631.82% 1
预付款项 348,541.17 802,830.52 -454,289.35 -56.59% 2
长期股权投资 337,250.34 150,068.59 187,181.75 124.73% 3
其他非流动资产 61,691,317.94 8,955,091.04 52,736,226.90 588.90% 4
预收款项 - 25,000.00 -25,000.00 -100.00% 5
应付职工薪酬 1,986,961.27 3,261,466.55 -1,274,505.28 -39.08% 6
应交税费 394,284.13 684,602.69 -290,318.56 -42.41% 7
其他应付款 4,445,108.21 3,007,840.02 1,437,268.19 47.78% 8
应付债券 267,863,502.32 - 267,863,502.32 - 9
其他权益工具 60,042,794.91 - 60,042,794.91 - 10
其他综合收益 -268,997.17 -90,479.20 -178,517.97 -197.30% 11

1、货币资金：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631.82%，主要系收到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及银行短期借款的资金；

2、预付账款：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56.59%，主要系预付货款减少；
3、长期股权投资：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124.73%，主要系增加对广东

省鸿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588.90%，主要系广东宏辉

公司预付工程款；
5、预收款项：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100.00%，主要系预收货款减少；
6、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39.08%，主要系支付 2019 年

度年终奖金；
7、应交税费：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42.41%，主要系支付增值税；
8、其他应付款：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47.78%，主要系应付保证金；
9、应付债券：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267,863,502.32 元，主要系本期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0、其他权益工具：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60,042,794.91 元，主要系本

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权益成份分拆；
11、其他综合收益：本期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197.30%，主要系汇率变动影

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 第一季度 2019 第一季度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说明

财务费用 608,203.68 4,160,362.28 -3,552,158.60 -85.38% 1
其他收益 126,835.04 245,376.47 -118,541.43 -48.31% 2
投资收益 16,125.31 176,254.79 -160,129.48 -90.85% 3
信用减值损失 -5,697,045.13 - -5,697,045.13 -

4
资产减值损失 - 1,094,033.59 -1,094,033.59 -
营业外收入 193,214.75 - 193,214.75 - 5
营业外支出 10,014.68 309,120.00 -299,105.32 -96.76% 6
所得税费用 3,801.45 - 3,801.45 - 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93,442.81 35,151,447.31 -31,758,004.50 -90.35% 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7,981,489.08 -52,809,011.54 -35,172,477.54 -66.60% 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0,505,941.75 -41,593,550.03 412,099,491.78 990.78% 10

1、财务费用：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减少 85.38%，主要系汇率变动产生汇兑
收益；

2、其他收益：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减少 48.31%，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
3、投资收益：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减少 90.85%，主要系理财收益减少；
4、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

由“资产减值损失”项目调整为“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列报；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比
上年同期增加 620.74%，主要系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增加 193,214.75 元，主要系收到银行
贷款贴息的政府补助；

6、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减少 96.76%，主要系减少非生产经营
性费用；

7、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增加 3,801.45 元，主要系增加企业所
得税费用；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减少 90.35%，主要
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减少 66.60%，主要
系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1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比上年同期金额增加 990.78%，主
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及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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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969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332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33,200 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0 年 2 月 25 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上发行，余额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67 号”文同意，公司 33,200 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宏
辉转债”，债券代码“113565”。

2、根据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授信融资及担保
总额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向相关合作金融机构申请 2019 年度总计不超过
人民币 10 亿元的融资额度。 报告期内，为响应《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财金〔2020〕5 号文件精神，保障疫情期间，
果蔬产品市场供给稳定， 公司在额度内申请取得银行贴息贷款 2.10 亿元， 该专项
贷款用于疫情防控物资的采购，专款专用。 公司加大果蔬原材料采购力度，积极扩
大产能、增产增供，增加果蔬原材料库存，保障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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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俊辉

日期 2020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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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善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少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吴正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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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4,267,632.32 1,599,312,031.05 1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7,250,807.32 1,173,835,128.82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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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1,209.45 88,116,870.54 -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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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14,617.90 153,395,918.95 -4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89,828.51 41,990,722.78 -9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11,137.67 39,038,066.53 -91.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5 6.51 减少 6.16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7 -88.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7 -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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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4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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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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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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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94.40
所得税影响额 -142,673.87
合计 778,6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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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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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善水 120,666,000 44.43 质押 36,289,500 境内自然人

余永恒 12,994,800 4.78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姚发征 12,994,800 4.78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志松 11,138,400 4.1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二果 7,425,600 2.73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严书诚 4,709,648 1.7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姚晓华 4,638,218 1.71 4,638,218 质押 4,638,200 境内自然人

宁波燕园高翔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545,454 1.67 4,545,454 质押 3,1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376,297 1.61 4,174,397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唐红军 4,135,216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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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徐善水 120,6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666,000
余永恒 12,99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94,800
姚发征 12,99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94,800
孙志松 11,13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38,400
杨二果 7,425,600 人民币普通股 7,425,600
严书诚 4,709,648 人民币普通股 4,709,648
唐红军 4,135,216 人民币普通股 4,135,216
周少俊 3,71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712,800
章功平 2,3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1,000
杨立新 1,9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9,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截止报告期末 IPO 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约定。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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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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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

增减原因

预付款项 1,284,622.15 785,477.21 63.55 主要系本期预付货款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7,402,479.93 26,898,952.06 336.46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增加
所致

短期借款 86,023,222.20 6,199,372.20 1287.61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89,588,287.69 132,499,898.75 43.09 主要系本期使用票据支付
货款所致

应付账款 130,953,004.41 194,973,081.56 -32.84 主要系本期使用票据支付
货款所致

预收款项 137,060.00 281,744.00 -51.35 主要系本期预收租金确认
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697,755.05 16,546,573.97 -41.39 主要系本期支付年终奖金
所致

应交税费 9,378,435.24 24,108,346.46 -61.10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及
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2,049,808.28 5,986,560.79 1604.6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
了限制性股权激励，按回
购义务金额确认负债，上
期末无此事项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 1-3 月份 2019 年 1-3 月份 增减比例（%） 增减原因

营业收入 83,914,617.90 153,395,918.95 -45.30
主要系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
控措施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
造成的影响。

营业成本 48,887,676.35 80,050,385.68 -38.93 主要系本期销售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20,017,273.92 12,345,452.76 62.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限
制性股票激励，相关股份支
付费用 922.58 万元计入管
理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2,469,317.65 -46,737.89 5183.33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其他收益 1,354,472.81 3,489,951.87 -61.19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96,686.30 39,489.05 144.84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增
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854,381.91 100.00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收回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314,494.22 100.00 主要系上期应收款项收回所
致

营业外收入 20,315.09 100.00 主要系上期有资产处置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支出 500,000.00 100.00 新冠肺炎疫情捐赠款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 年 1-3 月份 2019 年 1-3 月份 增减比例（%） 增减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51,209.45 88,116,870.54 -91.77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9,974,896.62 -63,682,030.04 56.99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7,245,921.53 -3,427,089.50 -5271.91 主要系本期收到股权激

励款及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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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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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善水

日期 2020 年 4 月 20 日

公司代码：603336 公司简称：宏辉果蔬
转债代码：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0-055
转债代码：113565 转债简称：宏辉转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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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二十号 - 农林牧渔》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
计）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产量及同比增减情况
产品单位：吨
品种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水果 20,973.19 18,390.26 14.05
蔬菜 1,442.60 1,224.23 17.84
合计 22,415.79 19,614.49 14.28
二、报告期内主要产品销量及同比增减情况
产品单位：吨
品种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水果 21,057.82 18,407.22 14.40
蔬菜 1,467.89 1,218.73 20.44
合计 22,525.71 19,625.95 14.78

三、报告期末主要产品库存量及同比增减情况
产品单位：吨

品种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比上年同期增减
（%）

水果 177.62 31.72 459.96
蔬菜 8.91 33.00 -73.00
合计 186.53 64.72 188.21

四、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 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

概况，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公司代码：603429 公司简称：集友股份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429 证券简称：集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7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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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 2020 年 04 月 17 日以电话、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04 月 20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善水先生主持，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情况：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3429 证券简称：集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8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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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以电话、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迅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孙志松先生主
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情况：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相关内容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0-020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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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鑫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54,133,33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0%，三鑫投资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为 47,614,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87.96%，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1%。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近期收到股东三鑫投资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三鑫投资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为其质押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 5,000,000 股公司股份办理
了证券质押解除手续，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5,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2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8%
解质时间 2020 年 4 月 16 日

持股数量 54,133,334 股

持股比例 29.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2,614,000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8.7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83%

三鑫投资将本次解除质押的 500 万股股份用于继续办理股份质押。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接到股东三鑫投资通知， 三鑫投资将其持有本公司

5,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三
鑫
投
资

否 5,000,0
00 否 否

2020 年
4 月 16

日

2030 年
4 月 16

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分行 9.24% 2.68% 自身生

产经营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三鑫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三
鑫
投
资

54,133,33
4

29.00
%

42,614,00
0

47,614,00
0

87.96
%

25.51
% 0 0 0 0

三、
三、上市公司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三鑫投资未来半年内将有 7,600,000 股股份的质押期届满，占其持有股份

比例的 14.04%，占公司总股本的 4.07%，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100,000,000 元；三鑫投
资未来一年内将有 33,614,000 股股份的质押期届满，占其持有股份比例的 62.09%，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1%，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480,000,000 元。

三鑫投资本次股权质押融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计划以投资分红、股票减持款
等自筹资金作为还款来源。

2．三鑫投资的资信情况
（1）三鑫投资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 47 号 1 单元 16 层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01-04-06� 至 2031-04-03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不含国家专控）机电产品（不含汽车）、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木材、五交化商品（不含专项审批）、汽车配件、仪器仪表的批发兼零售 ;经济信
息咨询;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三鑫投资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最近
一年 74,383 14,140 12,500 14,140 60,242 0 4,723 9,785

最近
一期 74,498 14,354 12,500 14,354 60,144 0 -98 35

（3）三鑫投资的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
债率

流动比
率

速动比
率

现金/流动负
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
信额度

重大
或有
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
约记录及其对

应金额
对外担保

19% 4.5 4.5 0.05%
银行及其他融资机构 ，
授 信 额 度 为 12,500 万
元

无 无 54,700 万
元

（4）三鑫投资目前未发行债券。
（5）三鑫投资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形。
（6）三鑫投资资信情况良好，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为无限售流通股，具备较强

的资金实力和抵御偿债风险的能力。
3.三鑫投资最近一年未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

往来，亦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4.三鑫投资本次股份质押是原有股份质押的替换，质押股份数量和融资规模均
未增加，不会对上市公司经营及公司治理造成影响。 三鑫投资资信状况良好，持有
上市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变现能力强，具备股份质押的履约能力和追加担保能力，
能够应对股价波动导致的质押股份被违约处置、被强制平仓等风险，后续如果触发
预警、平仓风险，三鑫投资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化解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2020-019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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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6 元
每股转增股份 0.4 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 股 2020/4/27 － 2020/4/28 2020/4/29 2020/4/2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10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86,676,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共计
派 发 现 金 红 利 112,005,600 元 ， 转 增 74,670,400 股 ， 本 次 分 配 后 总 股 本 为
261,346,400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 股 2020/4/27 － 2020/4/28 2020/4/29 2020/4/28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百化创新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TRICELL（H.K.）LIMITED 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和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持股

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20%。公司实际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 1 项扣税说明计算纳税，持股
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54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 [2009]47 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 扣税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54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
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
金红利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1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0.54 元。 如香港市场投资者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
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 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
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86,676,000 74,670,400 261,346,400
1、 A 股 186,676,000 74,670,400 261,346,400
三、股份总数 186,676,000 74,670,400 261,346,4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 261,346,400 股摊薄计算的 2019 年度每股收

益为 1.17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闫美洁
联系部门：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11-82285231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