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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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邹承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钱健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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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63,392,855.56 1,000,421,001.30 1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88,459.70 14,430,907.09 -1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78,794.43 -6,364,121.07 223.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2,976,496.73 -119,777,756.64 -44.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0% 0.2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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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9,604,740.16 14,056,677,310.68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80,899,036.94 5,867,084,922.05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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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7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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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7,388.6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获取的政府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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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53.5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567,419.1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收回以前年

度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2,767.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886,539.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1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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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009,665.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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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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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6% 703,082,000 0 质押 518,751,666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25% 235,920,200 0   

邹承慧 境内自然人 2.71% 121,846,200 91,384,650 质押 121,846,200 

国寿安保基金－渤海银行－华

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

投资 60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24% 100,596,400 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

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58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2.10% 94,186,400 0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华

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2.10% 94,075,661 0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46,980,000 0   

季晓萍 境内自然人 0.43% 19,527,800 0   

毛韦明 境内自然人 0.18% 8,225,500 0   

胡芳绒 境内自然人 0.15% 6,940,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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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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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03,0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3,082,000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35,92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920,200 

国寿安保基金－渤海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

智投资 60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59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596,40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

资 58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186,400 人民币普通股 94,186,400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94,075,661 人民币普通股 94,075,661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46,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980,000 

邹承慧 30,461,550 人民币普通股 30,461,550 

季晓萍 19,52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27,800 

毛韦明 8,225,500 人民币普通股 8,225,500 

胡芳绒 6,940,800 人民币普通股 6,94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爱康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

的关联企业，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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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9-3-31 2018-12-31 同比增减（%） 增减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94,253.00 1,204,176.00 -58.96%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远期外汇合约随美元

汇率波动所致。 

预收款项 34,908,442.94 59,930,678.67 -41.75% 
主要系报告期制造业预收货款的订单已

向客户交货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5,756,621.76 17,351,171.23 48.44% 主要系报告期预提物流费用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增减原因 

销售费用 34,992,942.53 24,288,697.45 44.07%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制造业业务量上升，相

应的物流、市场开拓等成本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9,444,772.73 5,453,676.66 73.18%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太阳能支架等产品研

发投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558,680.90 0.0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收回以前年度已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所致。 

投资收益 11,279,574.10 25,684,401.32 -56.08% 
主要系去年同期投资收益中有包含处置

日本爱康股权收益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709,923.00 3,251,626.90 -121.83% 

主要系报告期远期外汇合约受美元市场

汇率变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4,368.62 197,210.26 -82.57%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支出 279,768.56 663,839.41 -57.86% 
主要系报告期计入营业外支出的固定资

产处置净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681,307.52 -7,637,930.90 222.01%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制造业盈利情况较去

年同期有较好提升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增减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2,976,496.73 -119,777,756.64 55.59% 

主要系报告期承兑保证金、往来款等支付

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31,970.54 -471,039,806.17 198.25%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2,870,891.83 405,491,507.59 -154.96%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筹资活动融入资金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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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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与浙能集团战略合作的事项 

公司及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指定方（以下简称“浙能集团”）于2018年5

月11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框架协议》， 2018年8月31日，公司与浙能集团签订了《股权合作协议》，2018年9月27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康电力”）、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清能”）

与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等标的公司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中康电力、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运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州中康运营”）与浙江清能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了《委托运行维护框架协议》，2018年末，中康电

力与浙江清能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已完成标的公司的工商变更手续。  

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公司 2018 年 10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及 2018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司 2019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票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

份，本次拟回购的不超过回购总数的 50%的股份数量将用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剩余部分用于转换上市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公司董事会决定此次回购总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不高于 30,000 万元。回购

价格不超过 3.00 元/股（含 3.00 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完成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开立等事项，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3、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2018 年 9 月 4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暨延期回复深交所问询函并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149），并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披露了《问询

函》的回复、复牌提示性公告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修订稿），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开市起复牌。 

2019 年 2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因交

易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对于协议部分条款无法达成一致，经认真听取相关各方意见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为切实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决定终止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宁波江北宜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9 年 3 月 25 日起停牌。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开市起复牌。2019 年 4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

有关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与浙能集团战略合作的事项 2019 年 01 月 10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04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事项 

2019 年 03 月 20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27 

2019 年 03 月 23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30 

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2019 年 01 月 29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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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2 月 02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14 

2019 年 02 月 19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15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 

2019 年 03 月 25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31 

2019 年 03 月 29 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 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3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8 年 10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及 2018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司 2019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票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

份，本次拟回购的不超过回购总数的 50%的股份数量将用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剩余部分用于转换上市公

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公司董事会决定此次回购总金额不少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不高于 30,000 万元。回购

价格不超过 3.00 元/股（含 3.00 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已完成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开立等事项，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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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1,204,176.00 -709,923.00    -6,844,713.30 494,253.00 自筹 

合  计 1,204,176.00 -709,923.00 0.00 0.00 0.00 -6,844,713.30 494,253.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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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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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邹承慧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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