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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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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向钱潮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５９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文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３２９９９

电子信箱

ｄｅｎｇｗ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５，２１４，６３８，１３２．２０

５，８８３，９３２，６８３．４０

５，８８３，９３２，６８３．４０

－１１．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３２７，８１８，０４４．３５

４５０，１９７，２１５．６５

４５０，１９７，２１５．６５

－２７．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２８４，２８４，６４８．２５

３９８，７１４，９９７．４０

３９８，７１４，９９７．４０

－２８．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营业收入（
元）

调整后

５１２，３２４，８０９．６９

－３８１，６２４，５２１．７４

－３７６，１３７，２２１．７４

２３６．２１％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１９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２７．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１９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４

－２７．４４％

６．４２％

９．００％

９．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调整前

调整后

１２，２３２，３０５，
７３５．８０

１２，０４８，３８３，
３６４．９０

１２，０４８，３８３，
３６４．９０

１．５３％

４，９９０，９５６，９７８．９７

５，２１３，７７０，８２５．４２

５，２１３，７７０，８２５．４２

－４．２７％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５８％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后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据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编制２０１９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３、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１０，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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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集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６．５１％

１，５５５，７６９，３８７

中国证券金融 境内非国有法
股份有限公司 人

２．９８％

８２，００６，３９２

中国汽车工业
投资开发有限 国有法人
公司

２．０１％

５５，４５３，７６６

民生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其他
司－传统 保险
产品

１．３４％

３６，７６６，８００

祁堃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应收票据

９５４，３０７，０９９．４２

应收账款

１，８４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６

应付票据

１，４０４，８２６，６５９．１１

应付账款

２，１７４，８８１，０４５．２４

管理费用

２０４，１０６，０５７．２７

研发费用

２６２，８４６，０１５．８６

漏。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９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９人。 会议由董事长管大
源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关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联董事
二、以４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管大源、倪频、李平一、潘文标、顾福祥回避）。 （
具体详见关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三、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
具体详见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
四、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转让下属公司广州惠达股权的议案》。 （
具体详见关
于转让下属公司广州惠达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５９３，７０１，９２０．２５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上年同期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１９

２、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１）本公司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９〕６号）和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２０１９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２０１８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
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０００５５９

董事会秘书

证券简称：万向钱潮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２，７９５，１８７，９５０．６８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３，５７９，７０７，７０４．３５

管理费用

４６６，９５２，０７３．１３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

５８８，２１４，６２０．２５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５，４８７，３００．００ 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注］

［
注］：将实际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５，４８７，３００．００元在现金流量表中的列报由“
收到其他与投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调整为“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
２）本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
业会计准则第２３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一一套期保值》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号一
一金融工具列报》（
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
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行上述分类。 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
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
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
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后将部分持有的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资产负债表（
合并）
项 目

新金融工具准则
调整影响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②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公司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按原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
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表：
原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计量类别

计量类别

摊余成本

９５４，３０７，０９９．４２

摊余成本

９５４，３０７，０９９．４２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１，８４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６

摊余成本

１，８４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６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３０，７７８，０７３．８０

摊余成本

３０，７７８，０７３．８０

成本法计量（
可供
出售类资产）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股权投资

③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公司原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
计量的新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账面价值的调节表如下：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账面价值（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重分类
３１日）

项 目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的账面价值（
２０１９年１月
１日）

重新计量

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３％

３４，０００，０１４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０．９４％

２５，８６８，０４０

国机资产管理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０．７６％

２０，９８９，２４４

按原金 融工具 准则 列示的 余
额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减：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 动计 入其他 综合收 益的
权益工具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按新金 融工具 准则 列示的 余
额

－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５００交
其他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０．６０％

１６，５８４，１１０

以摊余 成本计 量的 总金融 资
产

杭州新安实业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有限公司 人

０．５４％

１４，８５５，００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香港中央结算
境外法人
有限公司

０．４１％

１１，３９７，８３５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

－

权益工具－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中：１、万向集团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２、其他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
的说明
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情况。
上述股东中，１、 祁堃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票３４，０００，０１４股。 ２、杭州新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明（
如有）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１４，８５５，０００股。

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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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
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根据公司“
建设成为一流汽车零部件系统供应商”的长远发展愿景目标，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
管理信
息化、服务网络化、发展品牌化、合作全球化、资本市场化”的方针，围绕着９＋Ｎ的客户目标，重点做深产品技
轻量化）产品转型；围绕目标客户进行现有产线的改造及新项目
术和制造技术、做好智能化产品和模块化（
的投资，实现市场的升级转型。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５２１，４６３．８１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３２，７８１．８０万元。

按原金 融工具 准则 列示的 余
额

－

加：转入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原金融工具准则）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按新金 融工具 准则 列示的 余
额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以公允 价值计 量且 其变动 计
入其 他综 合收益 的总金 融资
产

－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

４９０，２１５，３６０．６４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２０１９年６
３）本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起执行经修订的《
月１７日起执行经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
２）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０００５５９

编号：２０１９－０１８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０３

０００９０３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翟建峰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景路６６号

电话

０８７１－６５６２５８０２

电子信箱

ａｓｓｅｔｓ＠ｙｕｎｎｅｉｄｏｎｇｌｉ．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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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３，４０６，２４５，６６３．３４

３，１８９，４１７，２９７．７６

６．８０％

１４７，３６３，６７９．０４

１７６，５０４，９１４．３２

－１６．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１１９，８９１，９４３．００

１５７，９４１，０５３．１３

－２４．０９％

１，２３８，６８０，１１２．６２

－１２７，６５９，５２７．２１

１，０７０．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７５

０．０９

－１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７５

０．０９

－１６．６７％

２．６２％

３．１９％

下降０．５７个百分点

１１，９０６，００８，１９５．２７

１２，３２９，１４８，８５４．７２

－３．４３％

５，５４２，２５６，６１７．０４

５，５５８，４４３，９１１．２５

－０．２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３、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７１，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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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贾跃峰
张杰明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３２．９９％

６５０，１４２，３９３

６９，２５２，０７７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３％

５３，８２７，５４１

５３，７２６，５４１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３％

５３，７２６，５４１

５３，７２６，５４１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
大西部丝绸之路２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计划

１．９８％

３９，０９７，７９０

０

泰达宏利基金－浦发 银行－粤 财信
托－粤财信托·浦发绚丽５号结构化 其他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１２％

２２，０８５，８８８

０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０％

１９，６３１，９００

０

周盛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２％

１６，１１７，９６２

１６，１１７，９６２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
法人

０．６０％

１１，８９０，８００

０

深圳市华科泰瑞电子合伙企业 （
有 境内非 国 有
限合伙）
法人

０．５５％

１０，７４５，３０８

１０，７４５，３０８

０．３３％

６，６００，０７６

０

刘秀生

境内自然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月２７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相关最新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
一）变更原因
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１、财政部于２０１９ 年４月３０日发布了发布《
会〔
２０１９〕６ 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２０１９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
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对原有会计政策
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债务重组〉的通知》 （
财会
２、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发布了《
〔
２０１９〕９ 号）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２０１９ 年６ 月１７ 日起施行。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
３、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发布了《
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２０１９ 年６ 月１０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
规定的日期执行新的会计准则。
（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时间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８年度
１．本次变更前，公司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发布的《
财会〔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８〕１５号）规定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２．本次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
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
１．本次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日发布的《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６ 号）规定执行。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一
２、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发布的《
债务重组〉的通知》 （
财会〔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一
２０１９〕９ 号）、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发布的《
财会〔
企业会计准则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２０１９〕８号）。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一）根据财政部的上述修订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
１、资产负债表项目：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１）“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２）“
２、利润表项目：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
１）新增“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２）“
（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一”列示）”。
３）将利润表“
３、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关，均在“
４、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
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 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
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和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对公司没有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
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公司
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前１０名股东中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
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与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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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依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受国六排
放标准切换及国家治理“
大吨小标”力度加大的影响，汽车产销整体仍处于低位运行，分别完
成１，２１３．２０万辆和１，２３２．３０万辆，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１３．７％和１２．４０％。 伴随整车产业市场的
持续低迷，内燃机行业形势依然紧张，报告期内车用柴油发动机累计销量１，５０３，６４６台，同比
降低４．５％。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行业形势，公司积极主动适应市场发展需求，全体员工按照公司
“
全价值链体系增值的精益管理”的工作主线及标准化生产、标准化作业的工作部署，大力提
升公司的经济运行质量，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及全体
员工的努力下，公司累计销售各型发动机１８６，９１９台，同比增长５．９０％，实现销量逆势增长。
（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３４０，６２４．５７万元，同比增长６．８０％，其中主营业务收入３３１，

证券简称：云内动力

５０７．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７．３２％。 报告期内，主营产品毛利率同比降低１．２１％，主要原因是受汽车
行业形势、排放法规升级等影响，行业内竞争加剧，柴油机行业利润空间下降。 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利润１６，９２５．７０万元，同比降低１６．７２％；利润总额１６，９１３．４７万元，同比降低１６．７０％；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４，７３６．３７万元，同比降低１６．５１％。
（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产品市场推广及研发方面：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行业政策，加快国六产品的研发推广进度，
从产品设计、应用开发、工艺、标定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满足两大法规主线，实现产品平台化、
标准化、智能化和轻量化。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取得车用国六发动机整车公告１，３４２个， 同时积极主动推进国六发动
机产品的销售工作，加快国六产品的市场推广进度和主机厂布局，在多个整车厂国六产品均
已实现搭载、销售；非道路柴油机第四阶段产品推广效果显著，完成了部分厂家的搭载。
产品质量方面：通过开展精细化管理，公司零公里故障率和千台故障频次明显下降。 同时
从供应体系建设入手，引入行业优质供应商，实行供应商末位淘汰制，督导供应商进行质量整
改，提升供应体系整体实力，确保供应商产品一致性；实现标准化生产，从产品设计开始，到零
部件采购以及产品生产、销售、服务全过程的质量明显提升。
降本工作方面：继续深入实施降本的相关工作，深入实施标准化生产和标准化作业，优化
流程，从生产系统、工艺技术系统、销售服务系统以及职能部室四个方面开展了降本工作。 继
续深入实施标准化生产，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系统综合成本；优化产品设计及生产工艺、
降低自制件和铸造废品率，降低车间工装、刀具消耗，降低铸造原辅材料消耗。
服务质量方面：通过“
保姆式”的服务，加大对经销商和服务站的培训，全方位提升服务及
时性和服务质量，同时通过优化公司在全国的２５个驻外机构、５０余家配件代理商以及１，６００余
车机一体化”服务模式，满
个售后服务网点，联合主机厂共建服务网络，整合优势资源，形成“
足客户一站式服务需求；引入车联网技术，初步车联网系统，及时有效的为客户解决问题。
２０１９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全年的目标任务，坚持做大做强发动机主业，进一步扩大
工业级电子产品业务市场规模，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将充分利用丰富的客户资
源、雄厚的发动机研发技术以及领先的电子产品技术，加快汽车电子产业的布局，培育公司新
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２、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
１、 财政部于２０１７ 年３月３１日及２０１７年５月２日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 《
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３ 号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
号一套期会计》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 号一金融工具列报》（
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上
述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开始执行新的金融工具准则。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２、财政部于２０１９ 年０４ 月３０ 日发布了《
的通知》（
财会［
以下简称“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
２０１９］６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
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２０１９ 年度中期财务
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 ［
２０１９］６号要求编制执行。 根据财会
［
２０１９］６号的相关要求， 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
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通知附件１ 和附件２ 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
报进行相应调整。
（
２）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现已更名为合肥云内动力有限公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公开摘牌方式现金收购江淮朝柴（
司）１００％股权，并已于２０１９年１月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江淮朝柴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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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在公司办公大楼
九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分别以传真、 送达方式通知各位董
事。 会议应到董事７人，实到７人，到会董事是杨波、代云辉、屠建国、孙灵芝、葛蕴珊、羊亚平、苏
红敏。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董事长杨波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７票表决，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根据 《
公司法》、《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１号一一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
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１５号一一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３号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公司章程》及监管机构的有关
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公司编制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已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７票表决，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增加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本议案３票表决，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杨波先生、代
公司提交的《
云辉女士、屠建国先生、孙灵芝女士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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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在公司九楼会议室
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分别以传真、送达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应到
监事５人，实到５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六届监事会监事张士海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本议案５票表决，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同意选举张士海先生（
简历附后）为公司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至本届监事会换届完成。
２、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５票表决权，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根据 《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 审议了公司
《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３、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５票表决，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报告期内， 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真实、完整。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士海：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９年３月生，籍贯云南红河，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
业。 曾任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党委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纪检监察室主任。 现任审计部负责人，公司六届监事会主席。
张士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监事会主席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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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下属公司广州惠达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下称“
通达股份”）将其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惠达汽车零部件有限
１、公司下属子公司万向通达股份公司（
公司（
下称“
广州惠达”）的１００％股权对外转让给广州万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下称“
广州万东”）。 以２０１９
年２月２８日为基准日，按广州惠达的帐面净资产为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经双方协商，通达股份持有的
广州惠达１００％股权转让价为３，７００万元。
关于转让下属公司广州惠达
２、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股权的议案》。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股权
３、本公司与广州万东无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根据《
转让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约定，本次交易生效的条件为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４、根据双方签署的《
后，以及通达股份、广州惠达按照其公司章程履行其内部审议程序后生效。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
一）本次交易方中的通达股份，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１、注册地址：湖北省十堰市东风大道１１８号
２、注册资本：３０，０００万元
３、法定代表人：李平一
包括汽车排气消声系统、汽车排气催化转化器、汽车硅油风扇离合器、汽车燃
４、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
油箱）、机械加工模具、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与销售；模具、工装维修；汽车排气消声系统、汽车燃油箱的技
术检测、开发与设计；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企业经营的货物和技术）。
５、股东及股权比例：本公司持有通达股份９５％的股权，自然人王新刚持有５％的股权。
６、经营情况：
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该公司审计后的合并总资产为８６，７３９．２２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７１，
２２５．８３万元；２０１８年该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４６，５３１．２４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１１，２４７．１３万元。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该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９０，６０１．９７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７５，４１５万元；
以上数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份该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２１，５７１．２９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４，１８９．１７万元（
未经审计）。
（
二）本次交易方中的广州万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１、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岐山村岭东路３０号
２、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
３、法定代表人：雷怀俊
４、经营范围：汽车制造业
５、股东及股权比例：雷怀俊持股９０％，刘青松持股１０％ 。
６、经营情况：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为 １，８２９．２３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００６．０８
万元；２０１８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５４．７４万元，净利润 １８１．１７万元。
截止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该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１８４７．５２万元， 净资产为 １，０１９．８０万元；２０１９年１－３月份该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５．８３万元，净利润 １３．７２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７、经查询，广州万东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是广州惠达，其基本情况如下：
１、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岭东路３０号
２、注册资本： ３４００万元
３、股东及股权比例：通达股份持有该公司１００％的股权。
４、法定代表人：王少波
５、经营范围：汽车制造业。
６、经营情况：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资产为 ２，１７６．３４万元、净资产为２，１４２．８５万
元；２０１８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３２．４９万元，净利润－１１６．０８万元。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该公司账面总资产为２，１７７．８４万元， 净资产为２，１３６．９７万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份该公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司实现营业收入７２．７９万元，净利润－５．８８万元（
以广州惠达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的帐面净资产为参考依据，经双方协商，通达股份持有的广州惠达１００％股
权转让价为３７００万元。
７、广州万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
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通达股份将不再持有广州惠达的股权，该公司将不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
止本公告日，本公司不存在为广州惠达提供担保、委托贷款等情形，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具体方案
１、交易价格
（
１）经双方协商以广州惠达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基准日的帐面净资产为依据，确定通达股份持有的１００％股
权转让价款为３７００万元。
（
２）双方协商，本次股权交割日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前，具体日期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准。 ２０１９年２
月２８日后至股权交割日前的土地、厂房等资产的自然增值或减值因素（
非人为因素），不影响双方已确定的
股权转让价格。
（
３）办理股权转让发生的一切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通达股份及广州万东各自承担和缴纳。
２、付款方式：
（
１）广州万东在双方达成股权购买意向次日，广州万东向通达股份支付５０万元购买股权的意向保证金。
（
２）通达股份得到通达股份股东大会同意本协议项下的转让股权事宜后，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广州万东，
广州万东收到通达股份通知后在一周内向通达股份指定账户支付５０％的股权转让款，在向工商机关提交本
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当日广州万东支付剩余的５０％价款。
３、交易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以及通达股份股东大会、广州惠达按照其公司章程履行其内部
审议程序后生效。
４、违约责任
（
１）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此赔偿责
任应包括对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
２）本协议生效后，因通达股份原因致使股权转让不能实现，广州万东有权提出终止协议，通达股份应
返还广州万东缴纳的意向保证金、全额退还广州万东已支付的其他款项，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另向广州万东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５％的违约金。
（
３）本协议生效后，因广州万东未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任一期转让价款的，通达股份有权解除本协议，并
有权将转让标的物转让给第三方，广州万东应向通达股份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５％的违约金，广州万东支付
给通达股份的５０万元意向保证金归通达股份所有。
（
４）由于不可抗力的影响，致使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立即将
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应在１０日内提供事件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
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明。 按照事件对履行协议的影响程度，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协议，或者部分免除
履行协议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协议。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本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集中优势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核
心竞争力和整体经济效益，有利于公司更加长远和稳健的发展。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联方名称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５号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编号：２０１９－０２２

本公司及其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以书面形式发出，２０１９年８月
公司
２７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５人，实到５人，会议由监事长许小建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
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慎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
审议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公司监事会仔细核查了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使财务数据更加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０００５５９
编号：２０１９－０２０

新金融工具准则

账面价值

股票代码：０００５５９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符合相关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
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公司监事会仔
细核查了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使
财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
害。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３、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
元）

住所

主营业务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 子产
云 南省 昆 明 经 开 区 品、建筑材料、橡胶制品的销
经 景路 ６６ 号 云 内 动 售；玻璃、建筑材料的节能产
１０５，１７０．００ 力 技 测 大 楼 三 楼 品、技术的研发、销售服务；汽
车整车及其零部件与配件 的
３０１－３０３室
技术开发等业务

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实 现营 业 收 入 ４５１，
３９８．０７万元， 净利润１０，２３０．５２万
元。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总资产１，
８５８，５２９．１９ 万 元 ， 净 资 产 ６４４，
５２３．６８万元

云南云内动力
集团有限公司

杨 波

云南云内动力
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张思泽

无锡沃尔福汽
车技术有限公
司

章燕辉

无锡伟博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陶 勇

无锡恒和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杨延相

无锡明恒混合
动力技术有限
公司

洪波昌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实现营业收入３５０．５５
无锡 市 惠 山 区 经 济 汽车混合动力的研发，汽车零
万元， 净利润－１９６．４３万元。 截止
６０，０００．００ 技 术开 发区 风 电 园 部件及配件的制造、 加工、技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总资产５０，５８４．０７
创惠路５号
术推广及售后服务
万元，净资产３３，９５２．６万元

苏州国方汽车
电子有限公司

苏小斌

２０１９ 年 １ －６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９，
苏州 相城 经 济 技 术
汽车电子装置、汽车零部件及 ９３０．５５万元， 净利润１０４．４１万元。
２０，０００．００ 开发区春兴路以北、 配件的生产、研发、销售等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总资产１９，
永昌路以东
６５２．７４万元，净资产１４，３２６．０５万元

云南云内同顺
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

吴代庆

黑色及有色金属铸件的铸造、 ２０１９ 年 １ －６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４，
云 南省 昆 明 市 嵩 明 机械加工及销售，汽车、摩托 ９６３．１６万元，净利润３７．４５万元。 截
１０，３９６．７２ 县杨林工业开发区 车零部件生产和销售，农业机 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总 资 产 １５，
械及零部件生产和销售
６５１．７２万元，净资产３，０２６．８９万元
汽车零部件的技术研发、技术
无锡 惠山 经 济 技 术 咨询、技术服务于 销售；机械
５００．００ 开 发区 风电 园 创 惠 设备、 模具的研发与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路１号４００９室
进出口业务等

２０１９ 年 １ －６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１４，
７２０．２１万元，净利润２，１４１．６９万元。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总资产１４，
５４０．９３万元，净资产６，７９６．９７万元

汽车动力与电力工程、机械工
２０１９ 年 １ －６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３，
无锡 惠山 经 济 技 术 程、电子、通信与自动化控制
３６０．５万元，净利润２２０．４４万元。 截
１，０００．００ 开 发区 风电 园 创 惠 技术的研发； 汽车零部件、计 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总 资 产 ４，
路１号４００２室
算机软硬件的技术研发、技术
８５８．６９万元，净资产２，４９３．４３万元
转让、技术服务及销售等业务
汽车环保技术的研发、技术咨
无锡 惠山 经 济 技 术 询、 技术服务与培训服务，汽
４００．００ 开发区创惠路５号
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加工
及销售等业务

１，０００．００

云 南省 滇 中 新 区 大
道路货物运输； 冷藏服务；承
板桥街道新３２０国道
办货物运输代理及代理报关
５０８８ 号 昆 明 综 合 保
业务等。
税区围网内

２０１９ 年 １ －６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２８，
２９７．８６万元，净利润４，３５１．９９万元。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总资产２７，
２３５．１８万元，净资产１０，６４３．７９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６ 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０ 万
元，净利润－７１．０９万元。 截止２０１９
年６月３０日，总资产２８５．８８万元，净
资产２８５．８５万元

经核查，以上关联方均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２、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３２．９９％的股权，因此公司
与云内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关联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具体关系如下：

编号：２０１９一０４6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４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和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３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预计２０１９年与控股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内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９９，９９５．００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
公告编
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号：２０１９－００７号）。 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５７，０５４．２９万元。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增加２０１９年与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 共计增加关联交易金额２０，１５５．００万元， 其中关联采购金额１５，
８００．００万元，关联销售金额１５０．００万元，向关联人提供劳务金额３０５．００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金额３，９００．００万元。
１、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加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以３票表决，３票同意的结果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杨波先生、代云辉女士、屠建国先生、孙灵芝女士回避表决。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增加金
２、本次交易不构成《
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预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云南云内动力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
无锡恒和环保科
采购原材
技有限公司
料和设备
苏州国方汽车电
子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
云南云内动力集
销售产品、
团有限公司
商品
无锡沃尔福汽车
向 关 联 人 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无锡明恒混合动
力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国方汽车电
子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
无锡明恒混合动
人提供的
力技术有限公司
劳务
云南云内同顺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
合计

截至２０１９年７
２０１８年度发
月３１日实际发
生金额
生额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发动机零部
件等

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

２，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３００

１，７０９．４９

２，９６１．５６

发动机零部
件等

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

４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２９，２７２．４８

４２，５１９．１０

发动机零部
件等

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

８，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７，１３４．４２

８９３．４８

发动机整机
及配件等

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

１，５０８

１５０

１，６５８

８２８．７３

６８７．８２

服务费等

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

５，０００

２２０

５，２２０

２，５０３．５７

４，２６３．５３

２０１９年原
预计金额

追加金
额

追加后
２０１９年预
计金额

关联交易内
容

服务费等

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

３００

８５

３８５

１９０．５７

１４３．３３

技术服务等

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

３，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６，６００

１，３４１．７６

０

技术服务等

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承运服务等

市场公允
定价原则

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５９，８０８

２０，１５５

７９，８６３

４２，９８１．０２

５１，４６８．８２

３、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属同一控股股东，根据上述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良好的资产、财务
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上述关联方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公司交付当期发
生的关联交易服务、货物及款项，不存在其他潜在影响其履约能力的重大情形。
三、定价原则和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
同等对待。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本公司同上述关联方之间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
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 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原则由双方定价，对
于某些无法按照“
成本加费用”的原则确定价格的特殊服务，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资源优势，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为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提高公司运营
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２、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
则。 以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不存在利益输送和交易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１、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 各位独立董事均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
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１）公司增加的２０１９年日常关联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交易产品的数量、质量、
成本和服务均符合各方的标准要求，促进了公司和各方经营生产活动的稳定健康发展。
（
２）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３）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
及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