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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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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5）。

现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现金管理基本情况

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

产品代码：1201206004

金 额：1,500万元

起 始 日：2020年4月24日

到 期 日：2020年7月23日

产品类型：保本

预期年化收益率：1.40%-3.65%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正常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仅限于安全性高、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投入，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人为操作失误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

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

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告前12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万

元）

起息日期 结息日期 年收益率

是否已到

期

取得收益（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

期JG901期

1,000 2019年5月9日 2019年6月13日 3.65% 是 34,472.22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

存款1个月

1,800 2019年5月10日 2019年6月14日 3.40% 是 58,684.93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

存款 3�周

1,850 2019年6月21日 2019年7月12日 3.00% 是 31,931.51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

存款 3�周

1,850 2019年7月22日 2019年8月12日 3.00% 是 31,931.5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JG1001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30天）

1,000 2019年7月23日 2019年8月22日 3.70% 是 30,833.33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个月（黄金挂

钩看涨）

1,850 2019年8月16日 2019年9月20日 3.40% 是 60,315.0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JG1001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30天）

1,000 2019年8月29日 2019年9月29日 3.45% 是 28,750.00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个月（黄金挂

钩看跌）

1,850 2019年9月27日 2019年11月1日 3.35% 是 59,428.0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JG1001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30天）

1,000 2019年9月30日

2019年 10月 30

日

3.70% 是 30,833.3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JG1001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30天）

1,000 2019年11月5日 2019年12月5日 3.55% 是 29,583.33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个月（黄金挂

钩看涨）

1,850 2019年11月8日

2019年 12月 13

日

3.35% 是 59,428.0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JG1002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90天）

1,000 2019年12月6日 2020年3月5日 3.8% 是 92,888.89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63天 （黄金挂

钩看跌）

1,800

2019年 12月 20

日

2020年2月21日 3.55% 是 110,293.15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35天 （黄金挂

钩看涨）

1,850 2020年2月28日 2020年4月3日 3.50% 是 62,089.0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 司 稳 利 固 定 持 有 期

JG600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30天)

1,000 2020年3月6日 2020年4月6日 3.75% 是 32,291.67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银行签署的相关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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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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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4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日常运营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

保本要求的产品， 投资产品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且上述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

内可滚动使用。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4月22日公

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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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3）。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

金额：6,000万元

起始日：2020年4月24日

到期日：2020年7月23日

产品类型：保本

预期年化收益率：1.40%-3.65%

资金来源：募集资金

公司与上述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 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公司的投资产品均经过严格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短期投资的

收益不可预测。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

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

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交易对手 产品名称

资金来

源

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赎

回

投资收益（元）

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对公结

构性存款固定持

有期JG902期

募集资

金

6,000.00

2019年5月

6日

2019年8月5

日

是 592,500.00

2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

JG1002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90天）

募集资

金

6,000.00

2019年8月

6日

2019年11月

4日

是 571,083.33

3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

JG1001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30天）

募集资

金

6,000.00

2019年11

月5日

2019年12月

5日

是 177,500.00

4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

JG1002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90天）

募集资

金

6,000.00

2019年12

月6日

2020年3月5

日

是 557,333.33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银行签署的相关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3

2020年 4 月 25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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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屠建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国友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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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5,783,107.04 1,928,299,111.90 -1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619,091.21 134,107,866.10 -1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542,970.74 116,386,415.85 -1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660,319.75 498,806,384.27 -62.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 0.068 -1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 0.068 -1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2.38% 下降0.4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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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2,224,841.45 12,524,537,705.14 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85,122,424.78 5,576,955,275.33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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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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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2,139.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3,906.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23,939.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6,499.25

合计 4,076,12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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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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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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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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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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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99% 650,142,393 69,252,077

贾跃峰 境内自然人 2.73% 53,728,541 53,726,541

张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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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83% 36,097,790 0

周盛 境内自然人 0.82% 16,117,962 16,117,962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14,631,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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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10,745,308 10,745,308

沈金虎 境内自然人 0.45% 8,900,000 0

周晨 境内自然人 0.35% 6,9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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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580,890,316 人民币普通股 580,890,31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大西部丝绸之

路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6,097,790 人民币普通股 36,097,790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4,63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31,9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89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90,800

沈金虎 8,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00,000

周晨 6,951,100 人民币普通股 6,951,100

肖志军 6,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00,000

顾伯江 6,301,9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1,900

#邢桂芬 5,941,128 人民币普通股 5,941,128

汪秦军 5,070,800 人民币普通股 5,07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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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股东邢桂芬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120,000股， 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821,128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41,128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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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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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070,919,710.85 709,031,276.37 51.04%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到期票据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

产

1,292,308,555.55 910,158,854.25 41.99%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应收票据 675,895,251.14 464,267,497.22 45.58% 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2,765,966,469.57 1,948,943,345.00 41.92%

主要原因是为了抢占国五及国六柴油机

市场，本期适当延长了货款的账期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358,274,874.00 1,305,627,130.81 -72.56% 主要原因是本期票据贴现及背书所致

其他应收款 13,179,064.43 7,386,673.29 78.42%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驻外营销部备用金

所致

存货 1,703,397,737.40 1,265,622,671.39 34.59% 主要原因是本期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1,995,076.96 322,381,539.35 -74.57%

主要原因是本期赎回期初未到期的结构

性存款所致

短期借款 1,113,279,890.00 760,279,890.00 46.43%

主要原因是本期流动资金需求银行借款

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0.00 1,628,563.48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已支付期初计提的银行

借款利息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9,388,480.36 4,267,332.13 120.01%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合并范围增加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460,085.46 6,552,321.99 -47.19%

主要原因是本期城镇土地使用税及从价房

产税由季度缴纳变为半年缴纳所致

利息收入 5,222,414.01 20,578,869.03 -74.62%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在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及投资收益列示所致

其他收益 4,572,139.67 21,141,451.80 -78.37% 主要原因是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707,757.84 0.00 --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取得收益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7,382,622.22 0.00 --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确定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0,513.60 94,339.62 -78.26% 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闲置资产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6,015.57 60,275.04 208.61%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非日常经营性款项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09.35 77,811.75 -97.29% 主要原因是本期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5,174.27 -1,544,128.70 99.02%

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减少所

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91,486.87 3,306,474.00 -97.23%

主要原因是公司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

政策，本期收到相关的税费返还款项减少

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090,973.05 31,526,582.16 -33.10%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0,151,416.70 39,301,561.17 -48.73%

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的所得税及增值税减

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

金净额

0.00 11,46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无处置资产收入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

金

43,461,623.37 93,098,485.80 -53.32% 主要原因是本期项目支出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725,000,000.00 0.00 --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6,193,602.26 63,697,373.02 -90.28%

主要原因是上期支付江淮朝柴原股东收购

款所致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514,100,000.00 0.00 --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61,100,000.00 590,000,000.00 -72.69% 主要原因是本期到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6,456.39 226,220,646.45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期回购公司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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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6】2633号）核准，公司向8名特定投资机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79,754,601股，发行价格为8.1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49,999,998.15元，扣除发行费用

14,699,754.6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635,300,243.55元。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披露的投资计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额投入“欧VI

柴油发动机研发平台建设及生产智能化改造项目” 。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19,121,772.25元。截止2020

年3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628,067,145.46元，募集资金余额为20,489,911.10元（其中

包括募集资金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额13,256,813.01元）。

按照募集资金投资计划，该募投项目计划于2018年12月份全部完工，并达到可使用状态，

由于诸多原因该项目于2020年3月底全部完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正在开展本次募投项

目的竣工验收相关工作。

2、控股股东云内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事项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体现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做强做优云

内集团的坚定决心， 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拟以云内集

团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民营资本，推进云内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工作，该事项涉及

云内集团层面的股权变更。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云内集团混改项目已征集到意向投资方A一家，为全威（铜陵）铜业

科技有限公司；征集到意向投资方B一家，为云南卓岑商贸有限公司。根据云内集团混改方案

的要求，上述征集到的意向投资方A和意向投资方B尚需经昆明市委、市政府审定，审定期间

暂不接受其他意向投资方报名。若审定通过，本次混改项目挂牌结束；若审定未通过，本次混

改项目挂牌继续延期。控股股东云内集团已按照混改方案的要求，将上述意向投资方A和意

向投资方B报昆明市委、市政府审定，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仍处于审定过程中。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关于收购蓝海华腾部分股权的相关事项

为掌握电控的核心技术，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盈利能力，

实现广大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于2019年10月19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8.15%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以自筹资金收购邱文渊、徐学海、姜仲文、傅颖、时仁帅、黄主明、深圳市蓝海

华腾投资有限公司及深圳市蓝海中腾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蓝海华腾37,759,400股人民币

普通股股份，占蓝海华腾总股本的18.15%，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

报字（2019）第A199号《评估报告》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合计人

民币551,287,240元。本次收购事宜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收购蓝海华腾股权事项仍在履行国资监管部门审批程序。因公

司控股股东云内集团正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 国资监管部门认为在混改过渡期进行

此次收购将影响云内集团整体混改工作，故延缓了此次收购的审批。

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股权的进展情况， 依照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控股股东云内集团混合所

有制改革相关事项

2020年02月0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

制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08号）

2020年0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

制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1号）

2020年03月2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

制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2号）

2020年03月2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

制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3号）

2020年04月0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

制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4号）

2020年04月0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

制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5号）

关于收购蓝海华腾部分股

权的相关事项

2019年08月0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对外投资处于筹划

阶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3号）

2019年10月2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收购深圳市蓝海华

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8.15%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号）

2019年1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收购深圳市蓝海华

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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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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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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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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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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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 � �编号：2020一026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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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3日在公司办公楼九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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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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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一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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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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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000903� � � �编号：2020一027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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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月23日在公司办公楼九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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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士海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5票表决，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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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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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袁小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符宗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符宗仁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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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8,913.73 9,293,216.58 -6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0,007.13 1,572,029.88 -25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20,079.94 1,572,029.88 -260.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1,073.35 1,436,490.57 -20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8 0.0043 -258.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8 0.0043 -258.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 2.00%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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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18,496.17 87,521,184.25 -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996,716.83 78,486,603.96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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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9.52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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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02.33 增值税进项税加计抵减政策

合计 30,07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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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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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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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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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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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5% 63,885,980 0 质押 44,720,186

杨美琴 境内自然人 4.47% 16,279,028 0

潘安杰 境内自然人 4.01% 14,593,598 0

海南雅安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8,205,800 0

陈金莲 境内自然人 2.25% 7,766,400 0

潘爱萍 境内自然人 1.13% 4,110,738 0

中投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99% 3,622,300 0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4% 3,056,390 0

张峰秀 境内自然人 0.84% 3,041,372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0.79% 2,88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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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63,885,980 人民币普通股 63,885,980

杨美琴 16,279,02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6,279,028

潘安杰 14,593,59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593,598

海南雅安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8,205,800 人民币普通股 8,205,800

陈金莲 7,766,4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7,766,400

潘爱萍 4,110,738 境内上市外资股 4,110,738

中投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3,6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2,300

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3,056,390 境内上市外资股 3,056,390

张峰秀 3,041,372 人民币普通股 3,041,372

孙慧明 2,888,69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888,6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海南雅安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杨美琴、潘安杰、陈金莲、潘爱萍为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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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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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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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率 增减原因

货币资金

5,813,

226.54

7,422,

939.89

-21.69%

主要是报告期新冠病毒疫情暴发，营业收入

锐减所致

应收账款 178,217.45 311,083.92 -42.71% 主要是客户待结算账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811,191.47 571,744.52 41.88% 主要是待结算的借款和水电费增加所致

存货 324,640.45 254,257.19 27.68%

主要是报告期新冠病毒疫情情暴发，存货周

转锐减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67,

803.83

2,552,

996.37

-22.92%

主要是报告期新冠病毒疫情暴发，薪资费用

开支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84,603.65 307,257.85 -39.92%

主要是因新冠病毒疫情减免税，应交税费减

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率 增减原因

营业收入

3,428,

913.73

9,293,

216.58

-63.10% 主要是报告期新冠病毒疫情暴发所致

税金及附加 6,057.92 203,974.74 -97.03%

主要是因新冠病毒疫情减免税，应交税费减

少所致

管理费用

1,876,

712.09

3,069,

960.73

-38.87% 主要是薪资费用、中介费用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率 增减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053,

992.13

9,208,

963.67

-55.98%

主要是报告期新冠病毒疫情暴发，营业收入

锐减所致

财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47,

038.26

2,305,

147.46

-28.55%

主要是报告期新冠病毒疫情暴发，营业收入

锐减所致

支付的各种税费 229,689.86 670,948.53 -65.77%

主要是因新冠病毒疫情减免税，应交税费减

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9,623.32

1,455,

031.51

-60.16%

主要是报告期新冠病毒疫情暴发，经营活动

锐减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29,060.00 226,600.00 -43.05% 主要是上年发生额较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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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收到三亚供电局《律师函》事项：经三亚供电局初步核算，自2006年7月至2016年4月少计南中国大酒

店用电量10313373千瓦时。目前，公司就相关事项与三亚供电局尚在进行沟通、协商，尚无协商结果。

2、诉讼事项：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于1996年10月16日和1996年12月26日向海南大东

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借款276万元和455万元，两项借款共计731万元，至今未还。公司向海南省三亚市

城郊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提交了《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目前，该案已开庭，尚未收到法

院裁决书。本案借款，公司已于2008年全额核销。目前，公司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

3、诉讼事项：2018年5月31日，三亚市地方税务局社保规费征管局向公司南中国大酒店发出社会保险费

期限缴纳通知单，责令公司南中国大酒店限期缴纳发生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欠缴社会保

险费以及滞纳金和利息共人民币286200.36元。2018年5月17日， 三亚市地方税务局从公司南中国酒店存款

中扣划了该笔款项。根据公司南中国大酒店、孙洪杰双方签订的《南中国大酒店目标经营管理责任书》的

约定，2011年5月1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期间发生的社会保险费属于孙洪杰负责款项，该笔欠缴的社会保险

费发生在孙洪杰负责的目标经营管理责任期间，由孙洪杰负责承担缴纳。至今，孙洪杰未向公司南中国大

酒店偿还该笔垫付款项。为此，公司诉至法院。2020年2月25日是，公司收到了法院判决书，判决孙洪杰自该

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向公司偿付垫付的社会保险费以及滞纳金和利息共人民币286200.36元。目前，

该判决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到三亚供电局《律师函》事项：经三亚供电局初步核算，自2006

年7月至2016年4月少计南中国大酒店用电量10313373千瓦时。目

前，公司就相关事项与三亚供电局尚在进行沟通、协商，尚无协商

结果。

2016 年 05 月

31日

《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

网《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律师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6）。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于1996年10月16日和1996

年12月26日向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借款276万元和

455万元，两项借款共计731万元，至今未还。为此，公司诉至法院。

目前，该案已开庭，尚未收到法院裁决书。本案借款，公司已于2008

年全额核销。目前，公司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2019 年 06 月

04日

《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发布的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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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罗 牛 山

股 份 有

限公司

股 改

承诺

2007年5月30日，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

订稿）和《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

订稿摘要)中，其中承诺：鉴于大东海公

司连年亏损，濒临退市，为扭转大东海

公司的经营困境，提高盈利能力，恢复

持续经营能力， 大东海公司控股股东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将积极寻求

重组方在适当时候对大东海公司进行

资产重组。

2017年

06月27

日

6个月

已终止原筹

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

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公司股票因罗牛山筹划履行承诺事项于2017年2月15日开市起停牌。 2017�年 8�月 13�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未通过《关于〈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预案）〉的议案》等12项议案。2017年8月15日，

公司发布公告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于8月17日开市起复牌。

2017年12月4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承诺期

限的议案》，公司第一大股东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公司的重组承诺履行期限自2017

年12月27日起延长2年， 即重组承诺履行期限截止日期变更为2019年12月26日。2017�年

12月22日，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此项议案。

2018年1月31日，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发来的《筹划重大事项

停牌的通知》，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大东海A、

大东海B，证券代码：000613、200613)于2018年1月31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于2018年2月8日开市起复牌，并于2018年2月14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经审慎研究，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目前，公司未有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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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 500 500 0

合计 500 5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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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北京王姓投资者，咨询2019年度业绩情况，披露时间等，未提供任何资

料

2020年02月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陈姓投资者，咨询限售股流通相关问题，未提供任何资料

2020年03月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周姓投资者，咨询股改承诺履行相关问题，未提供任何资料

2020年03月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杨姓投资者，咨询2019年度业绩情况，披露时间等，未提供任何资

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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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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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二0年四月二十三日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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