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5

2020年 10 月 20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3912� � �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0-094

转债代码：113597� � �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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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3000万元，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10000万元，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2000万元，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5000万元，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3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委托理财期限：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3000万元理财产品

自2020年10月16日至2020年10月23日，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10000万元理财产品自2020年10月16日至2020年10月23日，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2000万元理财产品自2020年10月16日至2020年10月23日，江西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5000万元理财产品自2020年10月16日至2020年10月23

日，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3000万元理财产品自2020年10月16

日至2020年10月23日

履行的审议程序：已经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并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全体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主

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6号）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以下简称“公司” 或“佳力图” ）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30,

0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328.40万元。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余额已由主承销商于2020年8月5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资并

出具了天衡验字（2020）00088号《验资报告》。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楷德悠云， 为推进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公司于2020年9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楷德悠云” 或“控股子公司” ）增资6,509万元，增资价格为1元/注册资本。

同时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楷德悠云提供借款，借款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2,819.4万

元，借款年利率为6%，专项用于“南京楷德悠云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截至2020年8月31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0.00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0.00，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累计投资金额 投入进度

1 南京楷德悠云数据中心项目（一期） 29,328.40 0.00 0.00

合计 29,328.40 0.00 0.00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3000万元，购买了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产品类型 通知存款

产品名称 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金额（万元） 3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2.025%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1.17

存单期限 7天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结构化安排 不适用

参考年化收益率 不适用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2、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了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产品类型 通知存款

产品名称 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金额（万元） 10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2.025%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3.88

存单期限 7天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结构化安排 不适用

参考年化收益率 不适用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3、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2000万元，购买了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产品类型 通知存款

产品名称 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金额（万元） 2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2.025%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0.78

存单期限 7天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结构化安排 不适用

参考年化收益率 不适用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4、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了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产品类型 通知存款

产品名称 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金额（万元） 5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2.025%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1.94

存单期限 7天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结构化安排 不适用

参考年化收益率 不适用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5、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3000万元，购买了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产品类型 通知存款

产品名称 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金额（万元） 3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2.025%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1.17

存单期限 7天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结构化安排 不适用

参考年化收益率 不适用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及子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为控制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

2、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

及子公司将与相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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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二、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购买的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

款” 3000万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16日

（2）产品名称：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3）存款期限：7天

（4）利率类型：固定利率

（5）收益起计日：2020年10月16日

（6）到期日：2020年10月23日

（7）付息周期：期满付息

（8）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否

2、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购买的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

款” 10000万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16日

（2）产品名称：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3）存款期限：7天

（4）利率类型：固定利率

（5）收益起计日：2020年10月16日

（6）到期日：2020年10月23日

（7）付息周期：期满付息

（8）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否

3、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购买的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

款” 2000万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16日

（2）产品名称：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3）存款期限：7天

（4）利率类型：固定利率

（5）收益起计日：2020年10月16日

（6）到期日：2020年10月23日

（7）付息周期：期满付息

（8）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否

4、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购买的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

款” 5000万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16日

（2）产品名称：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3）存款期限：7天

（4）利率类型：固定利率

（5）收益起计日：2020年10月16日

（6）到期日：2020年10月23日

（7）付息周期：期满付息

（8）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否

5、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购买的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

款” 3000万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16日

（2）产品名称：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3）存款期限：7天

（4）利率类型：固定利率

（5）收益起计日：2020年10月16日

（6）到期日：2020年10月23日

（7）付息周期：期满付息

（8）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为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理财

产品。

（三） 本次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的江西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3000万元理财产品存款类型为固定利率，期限

为7天；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10000万元理财产品存款类型为

固定利率，期限为7天；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2000万元理财产

品存款类型为固定利率，期限为7天；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天通知存款”

5000万元理财产品存款类型为固定利率，期限为7天；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单位七

天通知存款” 3000万元理财产品存款类型为固定利率，期限为7天，以上理财产品到期后赎回，

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

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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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

行披露。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为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32,620.80 139,925.52

负债总额 50,479.89 61,028.08

净资产 82,140.91 78,897.44

项目 2020年1月-6月（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25.39 23,284.82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8.06%，货币资金余额为41,082.16� 万元。拟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2.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55.99%。公司在不影响正常运营、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投资收益。公司及子公司购买

理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二）现金管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提高公

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

品的情形。

（三）现金管理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进行的， 目的是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

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四）现金管理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的处理方式及依据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处理，

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货币资金” 科目，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科目

五、风险提示

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产品，属于

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了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对总

额不超过2.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该

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2.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适时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

过12个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及《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

高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抵触，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该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相抵触，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2.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单个理

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佳力图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尚需提交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

对佳力图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无异议。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近十二个月委托理财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65500 42500 372 23000

合计 65500 42500 372 2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0.2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4.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0

总理财额度 23000

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滚动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提供保本承诺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其期限为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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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滚动使用

最高额度不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现金管理额度基础上，调整至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2.3亿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二） 公司及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近十二个月委托理财

情况

金额：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8000.00 0.00 0.00 28000.00

合计 28000.00 0.00 0.00 28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3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9.1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8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0

总理财额度 29000.00

公司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对总

额不超过2.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提供保本

承诺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其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

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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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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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43,486,999.60 739,462,888.77 -1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26,501,194.73 439,603,638.56 -2.9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713,528.18 -47.34% 122,002,375.47 -5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405,762.95 -51.24% -8,046,101.18 -15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43,207.57 -84.68% -14,430,781.84 -204.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4,987,814.39 683.29% 57,304,489.49 205.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0 -51.08% -0.0640 -151.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0 -51.08% -0.0640 -15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1.34% -1.85%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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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497.58

主要系广东国际赛车场资产处

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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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5,251.31

主要系收到2019和2020上海市

体育局体育赛事发展专项资

金、财政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基

金、 松江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与入库专项补贴、 松江区稳定

服务业发展专项补贴、 稳岗补

贴、优秀企业奖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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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22.67 系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48.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7,109.41 主要系个税手续费返还

现代服务业等进项税加计扣除 198,765.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07,401.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74,116.17

合计 6,384,68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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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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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青 境内自然人 23.99% 30,300,000 22,725,000 质押 16,600,000

上海赛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5% 18,251,600 0 质押 12,000,000

曹传德 境内自然人 4.45% 5,625,000 5,625,000

苏维锋 境内自然人 4.43% 5,599,000 0 质押 5,599,000

上海普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0% 2,775,000 0

上海古骓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古骓六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2% 1,920,300 0

华澳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澳·臻智74号－

力盛赛车第一

期员工持股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49% 1,877,600 0

上海古骓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古骓七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3% 1,675,000 0

金凤文 境内自然人 1.33% 1,673,900 0

龚磊 境内自然人 1.12% 1,420,275 1,42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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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赛赛投资有限公司 18,25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51,600

夏青 7,5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75,000

苏维锋 5,5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99,000

上海普赛投资有限公司 2,7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5,000

上海古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古骓六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92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0,300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澳·

臻智74号－力盛赛车第一期员工

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7,600

上海古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古骓七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6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5,000

金凤文 1,67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3,900

陈华 1,39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1,100

上海翎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翎

巧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1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赛赛投资为夏青、余朝旭和夏子共同投资，夏青与余朝旭系夫妇关系，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子系夏青、余朝旭之女。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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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东上海古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古骓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920,300股。

2、股东上海古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古骓七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

过华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75,

000股。

3、股东金凤文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69,

900��������������������������������股。

4、 股东陈华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91,

100股。

5、股东上海翎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翎巧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16,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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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本期发

生额

(或本期)

期初、上期发

生额

(或上年同期)

变化幅

度

（%）

说 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345,072.32 20,744,755.29 -98.34 主要系上期末银行理财产品在本期赎回

应收票据 1,000,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账款 118,917,475.82 206,960,334.14 -42.54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本期收入减少造成应收账款相应减少

固定资产 100,931,431.85 60,225,563.65 67.59 主要系天马赛车场扩建工程完工转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3,447,272.69 41,926,293.15 -91.78 主要系天马赛车场扩建工程完工转固定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10,786,159.02 6,736,002.30 60.13 主要系新开卡丁车馆装修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9,424,634.45 4,763,693.18 97.84 主要系本期部分公司亏损计提递延所得税

其他非流动资产 - 2,147,657.82

-100.

00

主要系上期末支付的工程款已转在建工程

短期借款 18,000,000.00 55,507,360.41 -67.57 主要系本期偿还了部分借款

应付账款 36,657,889.30 64,830,107.91 -43.46

主要系本期支付部分应付账款而因收入减少相应采购减

少

预收款项 14,247,544.57 5,599,763.45 154.43 主要系本期预收部分客户货款

应交税费 1,874,431.53 3,309,246.13 -43.36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的税金

其他应付款 5,948,718.97 26,820,450.59 -77.82 主要系本期支付部分其他应付款

其他综合收益 -84,835.67 712,110.77

-111.

91

主要系本期合并报表外币折算损益

营业收入 122,002,375.47 277,017,226.06 -55.96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97,425,294.40 198,354,939.44 -50.88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对应成本相应减少

税金及附加 501,650.93 923,073.63 -45.65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对应税金相应减少

财务费用 -347,144.51 5,224,592.46

-106.

64

主要系本期外汇波动造成的汇兑收益

其他收益 7,051,126.24 2,499,909.85 182.06 主要系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收益 -422,357.73 531,812.82

-179.

42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不属于投

资收益已不在本科目核算， 且联营公司受疫情影响本期

出现亏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99,622.67 - 100.00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不属于投

资收益而在本科目核算

信用减值损失 3,716,970.64 -2,513,203.16 247.90

主要系本期收回应收账款对应冲回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

较上年同期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2,110,447.23 -206,887.87

1,

120.09

主要系本期处置广东国际赛车场资产收益

营业外收入 5,367.59 178,877.18 -97.00 主要系上期收到上海市车牌额度转让款

营业外支出 300,365.66 208,301.31 44.2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7,304,489.49 -54,154,735.14 205.82

主要系本期收回部分应收账款， 而应疫情影响收入减少

采购支付相应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390,584.10

-129,141,

672.52

90.41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第一、 二笔Top�Speed股权转让款及

第一笔上海擎速股权转让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648,614.93 6,851,298.65

-737.

09

主要系本期偿还增银行贷款和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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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融资事项：公司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0年4月

6日）和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4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方案的相关事项，2020年8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单》（受理序号：202278）并于次日披露相关公告，2020年9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278�号）并于次日披露相关

公告，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及时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提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核查，并于2020年9月29日按照相关要求对反馈意见的回复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期限届满的公告 2020年01月14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02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到

期失效的公告

2020年01月23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03

关于签署江西赛骑运动器械制造有限

公司的补充协议及相关业绩承诺说明

的公告

2020年04月0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20

关于天马赛车场扩建项目建设期延期

的公告

2020年04月0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24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20年04月0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签署江西赛骑运动器械制造有限

公司的补充协议及相关业绩承诺说明

的公告（更正后）

2020年06月04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36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2020年08月03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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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2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55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0年09月03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56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20年09月11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58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回复的公告

2020年09月29日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5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回购整体进展：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 截止至2020年1月10日， 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

满，本次回购终止。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

为678,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374%，最高成交价为16.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71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9,997,164元（不含交易费用）。

报告期进展：报告期内，公司未实施回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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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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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95.2万元，2020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为0.04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4,407.87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671.31万元。2020年1月15日公司将募集资金账户销户， 账户剩余资金

0.04万元为银行存款利息转入公司基本银行账户。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天马赛车场改扩建工程于本期完工转入固定资产。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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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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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4,780 0 0

合计 4,7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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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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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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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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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 04月 20

日

全景·路演天

下

其他 其他 不特定投资者

具体内容详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

com) �2020年4

月20日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

表（2020-001）

巨 潮 资 讯 网（http:

//www.cninfo.com.

cn）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青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05� � � �证券简称：中航资本 公告编号：临2020-058

债券代码：155355、155449、155459、155692、155693、163164、163165� � � �债券简称：19航控02、19航控04、19航控05、19航控07、19航控08、20�航控01、20�航控02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郑强先生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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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0月19日收到公司董事

郑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郑强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亦辞去公司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郑强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鉴于郑强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根据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辞职申请自2020年10月19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

司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选举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郑强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26� � �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0-064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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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金达威维生

素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一种滴加反应过程自动控制装置及方法

专利号：ZL� 2017� 1� 1480975.� 9

专利申请日：2017年12月29日

专利权人：厦门金达威维生素有限公司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

证书号：第4032721号

授权公告日：2020年10月16日

本发明涉及一种滴加反应过程自动控制装置及方法。采用本发明的方法，有效保证了真

实加料速度贴近收率最优加料速度?时间关系，精确控制反应温度，提高了反应收率；同时，利

用自动控制系统使反应参数自动地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显著的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

本。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的技术创新，充分发

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858� � � �证券简称：力盛赛车 公告编号：2020-065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600426� � �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编号：临2020-024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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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9日收到控股股东山

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升集团” ）一致行动人华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鲁投资” ）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华鲁投资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53,200�股（约占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5.838%，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16%）出借予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并将于未来继续开展该业务，该部分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截至本公告日，恒升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23,644,487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32.19%， 其中， 华鲁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98,7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8%。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45� � � �证券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2020-078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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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担任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华宏科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吉安鑫泰科技有限公司（由吉安鑫

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相关交易协议的约定变更而成）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

独立财务顾问，该项目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实施完毕，现处于持续督导阶

段。华西证券原委派胡古月先生、艾可仁先生担任该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近日，公司接到华西证券的通知，原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艾可仁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不再担任上述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保证后续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根据相关

规定，华西证券委派刘静芳女士接替原艾可仁先生关于公司上述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继续

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上述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胡古月先生和刘静芳女士（刘静芳

女士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附件：

刘静芳女士，保荐代表人，现任华西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具有16年投行业务

经历。曾负责和参与了华策影视、沃施股份、金力泰、苏州固锝、上海莱士、海正药业、金晶科

技、长江证券等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