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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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Xiaoming Lee、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庞启智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连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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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861,641.98

656,263,395.06

-1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230,902.44

212,300,533.56

-34.89%

105,336,315.65

179,524,005.55

-41.32%

34,367,094.55

-75,828,322.33

145.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16

0.2635

-34.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75

0.2635

-32.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5.39%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5,637,654,923.75

12,193,188,361.42

28.25%

4,755,319,791.60

4,551,052,876.43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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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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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59,7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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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9,349,926.62
-2,682,616.37
6,439,063.50
3,593,439.71
32,894,58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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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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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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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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Paul Xiaoming Lee

境外自然人

16.20%

130,503,009

102,745,439

质押

35,146,504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3%

121,036,635

0

质押

41,548,000

Sherry Lee

境外自然人

9.12%

73,470,459

46,275,559

李晓华

境内自然人

8.70%

70,069,889

69,833,759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

30,169,571

9,480,53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3%

25,982,579

0

Jerry Yang Li

境外自然人

2.20%

17,707,237

17,707,237

张勇

境内自然人

2.03%

16,332,107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15,526,817

15,526,817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12,744,900

0

质押

9,750,000

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
限合伙）
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数量

121,036,635

人民币普通股

121,036,635

Paul Xiaoming Lee

27,757,570

人民币普通股

27,757,570

Sherry Lee

27,19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94,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982,579

人民币普通股

25,982,579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20,689,032

人民币普通股

20,689,032

张勇

16,332,107

人民币普通股

16,332,107

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12,74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44,900

10,954,973

人民币普通股

10,954,973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9,276,022

人民币普通股

9,276,022

黄蜀华

6,901,463

人民币普通股

6,901,46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合益投资、珠海恒捷、合力投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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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包括 Paul Xiaoming Lee、李晓
华、Sherry Lee、Jerry Yang Li、Yan Ma、Yanyang Hui。其他股东之
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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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末较上年

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度末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度末增减
货币资金

2,320,284,376.54 1,011,554,636.06

应收票据

278,605,002.72 185,281,908.27

50.37%

预付款项

178,136,564.61 105,308,597.08

69.16% 主要系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业务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存货

33,270,591.84 831,637,318.80
1,008,761,534.45 759,230,046.85

129.38% 主要系公司发行可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96.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苏州捷力的收购所致。
32.87%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商誉

498,617,828.67

44,154,633.34 1029.25%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464,364.46

94,713,958.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6,024,143.36 225,702,589.31

应付票据

710,725,011.24 522,674,089.50

31.41%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119.7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35.9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购苏州捷力，加强票据结算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8,080,482.52

20,194,051.89

应交税费

30,358,330.02

77,254,716.63

-60.7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采购设备的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79,686,747.32

98,657,984.36

386.21%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递延收益

710,953,712.24 435,042,080.77

39.05% 主要系报告期内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63.4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较上年同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期增减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加大市场开发，苏州捷力纳入公司合

销售费用

18,020,062.49

11,609,053.41

55.22%

研发费用

30,080,463.85

22,489,323.35

33.75% 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0,347,601.69

9,404,544.56

329.02%

138,230,902.44 212,300,533.56

-34.89%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并报表范围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内资金需求增加，债务融资增加，相应财务
费用增加所致。
主要系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国内下游客户的影响,
国内销量受到影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1716

0.2635

-34.88%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净利润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1775

0.2635

-32.64%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净利润减少所致。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本报告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较上年同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期增减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4,604,041.29

57,258,352.15

59,875,175.47

38,024,271.90

34,367,094.55

-75,828,322.33

1,098,067.46

83,903,042.05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筹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950,534,571.10 349,838,131.94

222.4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金额增加所致。

57.47%

997,599,446.67

239,116,347.66

2,219,198,832.77 448,287,875.95

加所致。

145.3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贴金额增加所致。
-98.6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171.7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苏州捷力收购款所致。

-949,436,503.64 -265,935,089.89 -257.02%

3,216,798,279.44 687,404,223.61

主要系锂电池隔离膜业务规模扩大，报告期内经营付款增

主要系报告期内锂电池隔离膜业务项目投资金额增长所
致。

367.96%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可转债发行及借款增加所致。

317.20%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债务融资金额增加所致。

395.04%

主要系报告期内锂电池隔离膜业务项目规模较大，相应资
金需求较大，筹资额增长所致。

1,304,082,757.99 106,524,463.73 1124.21% 主要系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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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年5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经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2019年7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经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于2019年7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192017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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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受理序号：192017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
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公
司后于2019年10月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报告》
。公司于2019年11月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关
于请做好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2019年11
月22日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审委2019年第184次会议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
）的申请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公司于2019年12月收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
2701号）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16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2020年2月6日，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上市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设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可转债已于2020年2月11日发行，公司可转债简称为
“恩捷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095.SZ”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160,000万元，共发行1,600万张，每张
面值100元，转股价格为64.61元/张，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2月10日，T-1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2020年2月28日，公司可转债上市流通。
（二）收购苏州捷力100%股权
2019年8月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
议》”
）
，双方就公司受让胜利精密持有的苏州捷力100%股权达成初步意向。2019年9月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胜利精
密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双方约定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就受让胜利精密持有的苏州捷力100%股权
需向胜利精密支付的交易对价总额为不超过20.20亿元人民币，包括以现金9.50亿元人民币为对价受让胜利
精密持有的苏州捷力100%的股权及支付苏州捷力欠胜利精密不超过10.70亿元人民币的其他应付款总额，
最终公司实际偿还的苏州捷力的其他应付款金额以交割日实际审计的苏州捷力其他应付款数字为准。2019
年9月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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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对《框架协议》约定的定金条款和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金额及条件进行修改，并对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计评估事宜进行补充。2019年10月2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
，双方约定将交易总对价不超过20.20亿元人民币调整至18.008亿元人民币，并取消业绩对赌约定。上
述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1月，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
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
（反垄断审查决定【2020】24号）
，本次交易事项已获得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本次交易经营者集中审查的确认意见。2020年3月5日，苏州捷力已完成相关工商登记
变更及备案手续，并取得由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2020年4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同意公司与胜利精密于同日签订《资产交割协议》，双方就公司已履行的交易
款支付义务进行了确认，并就交割事项、后续付款事项及豁免条款等进行了约定。
（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公司于2020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启动向不超过35名的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241,611,231股股票事宜，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定
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详见公司于2020
年3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200773）。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2019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2019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未来三年（2019-2021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9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2019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关于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2019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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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2020 年 02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0 年 02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2020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上市保荐书

2020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的补充更正公告

2019 年 09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补充更正公告

2019 年 09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的说明公告

2019 年 11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2019 年 11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1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03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的公告

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关于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拟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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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胜利精密签订《资产交割协议》暨收购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

2020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020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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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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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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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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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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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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