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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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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21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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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靳发斌先生召集，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负责人陈怀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建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建明声明：保证季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第三季度报告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证券代码：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2020-093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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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396,670,834.70

2,740,242,046.23

23.96%

交易性金融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87,593,131.38

2,213,805,323.79

21.40%

衍生金融资产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358,844,226.34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21.70%

894,233,564.55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变动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总资产（元）

本报告期

期末余额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635,916.81

117.27%

95,299,886.52

4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718,485.83

51.73%

72,947,066.04

25.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630,697.63

298.49%

85,647,122.63

-1.12%

0.10

100.00%

0.21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100.00%

0.21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

1.04%

4.24%

1.24%

33,004,100.00

88,045,960.87

147,415.09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本期新增衍生金融产品业务

418,028,907.49

295,035,534.24

82,242,112.77

49,115,405.65

持有待售资产

-

2,899,493.31

其他流动资产

5,749,099.06

9,660,079.08

长期股权投资

-

83,792,385.16

投资性房地产

37,273,769.03

23,019,213.79

1,246,149,696.14

805,656,248.47

19,293,716.60

10,186,829.69

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 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

-63% 赎回理财投资影响

42% 信用政策变动及合并范围变动影响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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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状况，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原因说明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适用 □ 不适用

67% 应收票据增加

特此决议。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100% 持有待售资产售出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100%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

商誉
其他非流动资产

55%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

2,332,702.03

23,967,911.97

-90%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合同负债

22,583,915.05

-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应交税费

23,975,277.03

11,403,228.43

110%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

180,489,795.51

25,075,872.62

620% 增加应付股权对价

预计负债

1,298,002.59

-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

递延收益

25,205,391.22

7,715,354.78

227%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其他应付款

17,337,510.61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2,285.20

135.00%

0.26 --

0.37

0.16 增长

60.00% --

126%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8,569,756.59

12,883,096.17

34,897,382.70

-63%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未到期余额
3,300

0

50,75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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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8,999.26

-86% 主要受汇兑损益影响

其他收益

10,975,022.93

7,235,670.10

52% 政府补贴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20,199,607.53

5,642,770.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196,497.80

减：所得税影响额

公司原持有的对汶上海纬机车股权投
资在并购日确认的投资收益

1,851,796.46

合计

22,352,820.48

258%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准确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受对原持有汶上海纬机车的股权投资在并购日确认的
投资收益影响

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

信用减值损失

-36,667,545.86

-6,196,382.59

492% 计提应收坏账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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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减值损失

1,764.30

资产减值损失

-6,553,066.10

-3,176,032.02

106% 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增加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存货跌价损失

350.05

4.85%

2,114.35

29.28%

-253,178.63

1,030,374.35

-125%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

√ 适用 □ 不适用

合计

资产处置收益

716,056.92

474,246.90

51% 主要受违约金收入增加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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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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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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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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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809.97

772,717.54

95,582,607.82

65,234,101.34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85,647,122.63

86,618,937.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6,676.74

-40,113,426.2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02,152.13

-36,729,209.76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95% 主要受捐赠支出增加影响
47% 公司经营管理改善及合并范围变动影响
变动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接待时间

变动原因

2020年07月02日

本公司

其他

机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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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15,924
数（如有）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3,142,697.58

22,016,776.76

12,918,999.22

-21%

-604% 汇率变动影响

70% 主要受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影响
2020年08月28日

数量

股份状态

本公司

其他

机构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陈怀荣

境内自然人

10.46%

51,316,818

38,487,613 质押

14,899,900

境内自然人

9.85%

48,327,798

3,782,149 质押

29,700,000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汶上 县 海 纬 进 出 口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9.26%

45,468,090

45,468,090

程辉

境内自然人

7.86%

38,575,432

28,931,574 质押

杨建华

境内自然人

7.14%

35,058,783

26,294,087

任京建

境内自然人

7.00%

34,369,377

张淑玉

境内自然人

5.53%

27,133,106

20,349,829

巢琴仙

境内自然人

4.00%

19,639,934

0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1.79%

8,774,089

0

境内自然人

1.67%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26,218,321

19,799,900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事项

资产减值名称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接待对象
华创证券研究所、银杏资本、深圳市恒健远志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尚近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中和阳光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综合研究
所、上海天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
中民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金控中欧井购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都远盛投资集团、东吴
证券研究所、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季
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北证券研究所、沣沅
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晅瀚资产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璞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星景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格
巨创投、 深圳金手指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众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德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中冀投资、华夏基金、华泰保险资管、大 岩资
本、 浦银安盛、 毅达融京 （江苏国资产业基
金）、东海基金、湘财证券、常州市高正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福信金控、中蓉汇、江苏
新供销基金、安徽正奇金融、平安证券、深圳纽
富斯投资、兴银资本、嘉合基金、淮海天玺、银
河投资、轻盐创投、华菱津杉、阳光资产、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金自营、誉丰
控股有限公司/誉华资产、 上海大正投资有限
公司、兴途投资、兴银成长资本管理、上海六禾
投资、盈科资本、泓德基金、中车产业投资平台
等37家投资机构代表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1、向投资者介绍公
司基本业务情况。
2、向投资者介绍公
司近年来经营及财
务状况。3、 向投资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者介绍公司发展战
台
：http://irm.p5w.
略。4、 向投资者介
net/ssgs/S002282/
绍公司的并购项目
情况。（以上具体内
容详见投资者交流
会 材 料 PDF）5、 投
资者提问环节。

1、向投资者介绍了
博深股份的基本情
况。2、 介绍公司业
务及相关行业情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况。3、 介绍近年来
台
：http://irm.p5w.
经营及财务状况。
net/ssgs/S002282/
4、介绍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情况。5、 互动交流
提问。

董事长：陈怀荣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股份种类

任京建

30,587,228 人民币普通股

30,587,228

巢琴仙

19,639,934 人民币普通股

19,639,934

陈怀荣

12,829,205 人民币普通股

12,829,205

9,643,858 人民币普通股

9,643,858

杨燕灵

8,774,089 人民币普通股

8,774,089

杨建华

8,764,696 人民币普通股

8,764,696

张晶彦

8,215,152 人民币普通股

8,215,152

叶现军

7,897,779 人民币普通股

张淑玉

7,897,779

6,783,277 人民币普通股

6,783,277

以上股东中，陈怀荣先生、吕桂芹女士、任京建先生、程辉先生、张淑玉女士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杨
建华先生和巢琴仙女士为夫妻关系，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和张恒岩先生为一致行动人，除以上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 说 明
无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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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投
是否关联
资操作方 关联关系
交易
名称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报告期
期初投资
内购入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金额
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期末投资
计提减值
金额占公
期末投资
司报告期
准备金额
金额
（如有）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漏。

否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0月21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且

400 万 欧
元50%可
取消远
期

3,356

合计

3,356

2020年09 2021年08
月02日
月05日

--

--

0

0

0

0

3,356

1.24%

14.74

0

0

0

0

3,356

1.24%

14.74

管理人员审阅了议案。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 适用 √ 不适用

程，提高效率，各项经营工作稳步推进。截止2020年三季度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423.36万元，同比增长
7.03%；实现营业利润11,148.19万元，同比增长32.01%；实现利润总额11,069.02万元，同比增长31.54%，实现归

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会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开
展外汇套期保值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全依据公司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率的情况，严格与公司收款相匹
配进行交易。 具体风险控制措施风险如下：1、公司在与客户确定报价后，根据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情况进行锁定；
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司会提出要求，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2、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就公司套期保值额度、套期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部
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3、财务部负责统一管理公司外汇
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套期保值业务，所有的外汇交易行为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
易，并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业务操作，有效地保证制度的执行。同时，加强收款
管理，保证套期保值按期交割。4、审计部每月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监督检查，每季度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
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情况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5、公司将严格按照
审批权限，控制套期保值资金规模，并根据制度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同时，公司将根据风险控制报告
及处理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元。
本年年初至报告期末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本报告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营业收入（元）

4.95%

948,850,549.33

896,676,540.97

5.82%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410,087,789.37

26.79%

1,130,230,853.47

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51,734.83

115.84%

60,429,008.36

12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507,485.72

107.96%

54,787,913.26

12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第三季度报告
陈潮怀

境内自然人

0.45%

749,400

方利萍

境内自然人

0.45%

749,300

胡浩

境内自然人

0.43%

715,236

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股份种类

41.80%

0.3660

123.58%

羌志培

7,467,0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66

116.00%

0.3660

123.58%

王岳

5,993,4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1.40%

6.55%

3.48%

姜客宇

3,349,97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3,300,00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934,148

陈潮怀

749,400

方利萍

749,300

胡浩

715,236

刘娜

678,8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221,144.64
2,665,985.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312.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5,641,09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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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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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鑫 达 瑞 明 企 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伙）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28.27%

46,679,000

羌志培

境内自然人

4.52%

7,467,048

王岳

境内自然人

3.63%

5,993,413

姜客宇

境内自然人

2.03%

3,349,977

国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限公 司 约 定 购 回 其他
专用账户

2.00%

3,300,000

JPMORGAN
CHASE
BANK,
境外法人
NATIONAL
ASSOCIATION

0.57%

934,148

言骅

0.55%

912,995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质押

684,746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羌志培、王岳、言骅、胡浩为
公司发起人股东；上述五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上述五名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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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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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80.82%，主要是因为理财产品到期；
2、应收账款增加64.89%，主要是因为销售收入增加；
3、其他流动资产减少48.7%，主要是因为待抵扣增值税的减少；
4、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53.95%，主要是因为预付设备款的减少；
5、短期借款减少100.00%，主要是归还了短期借款；
6、应付账款增加31.77%，主要是因为购买原材料的增加；
7、应交税费增加154.25%，主要是因为企业所得税增加；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57.29%，主要是应付设备工程款减少；
9、管理费用增加34.46%，主要是工资福利费用的增加；
10、研发费用增加41.37%，主要是研发投入的增加；
11、信用减值损失增加48.52%，主要是因为应收账款增加,计提了坏账准备；
12、资产减值损失增加84.34%，主要是因为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净利润增加135.67%，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增加；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41.80%，主要是因为销售回款增加；
1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351.87%，主要是归还了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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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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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5.45

合计

数量

1、股东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0,679,000股，通过投资者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 说 明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6,000,000股；
（如有）
2、股东方利萍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49,300股。

937,536.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2020-092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在本人任职期间，将向公司申报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
作为本公司
动情况；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股 东 的 董 股 份 锁 定
2010年 05 月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6个月内，不转让
长期
事、监事、高 的承诺
融资时所作承诺
25日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
级管理人员
上市流通和转让。

报告期内，未
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
项

股权激励承诺

公告编号：2020-02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46,679,000

51,640,325.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反映公司的资产情况，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76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16.00%

3,920,038.78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有关规定进行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承诺方

数量
23,000,000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的关联交易；就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
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事项，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
关 于 关 联 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
2017 年 02 月
长期
交 易 方 面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
10日
的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
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本企业保证
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项承诺。本承诺函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报告期内，未
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
项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的关联交易；就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实际控制人 关 于 关 联
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2017 年 02 月
魏少军、魏 交 易 方 面
长期
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 10日
强
的承诺
人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本人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
项承诺，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报告期内，未
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
项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1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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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

资产减值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

股改承诺

0.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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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六、监事会意见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承诺事由

4,213,0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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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88万元。

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项目

公司第三季度末存货期末余额41,750.67万元，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1,275.56万元，第三季度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350.05万元，汇率等原因影响减少30.28万元，本年转销存货跌价准备106.67万元。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1,321,592,919.5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386,999,208.19

本报告期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为依据，期末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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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魏少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应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艳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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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以规避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汇率风险为目的，是保
护正常经营利润的必要手段。公司已制定了《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并完善了相关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
内控流程，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可行有效；同时，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将使用
况的专项意见
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公司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相关
制度的规定。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准则》和《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20年9月30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
允价值变动的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
无
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
参数的设定

项资产减值准备2,114.35万元，其中：计提信用减值准备1,764.30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50.05万元，本次计

（二）、存货跌价准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
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 无重大变化
变化的说明

921.45万元，按账龄风险矩阵组合确认减少信用减值损失233.42万元，汇率等其他原因增加76.27万元，合计
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764.30万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证券代码：002282

提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07.88万元、 减少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2,007.88万

2、信用减值情况：

独立董事对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特此决议。

原持有的汶上海纬机车13.47%股权因公允价值增值在合并报表确认投资收益1,319.65万元。
公司对合并范围内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公司在2020年第三季度计提各

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同时，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

本公司计量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反映的因素包括：通过评价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确定的无偏
概率加权平均金额；货币时间价值；在资产负债表日无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的有关过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升。
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在第三季度并入汶上海纬机车9月份净利润879.91万元；同时，对

对于金融资产，信用损失为本公司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com.cn）。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29.99万元，同比增长47.03%，营业收入恢复增长态势，公司盈利能力逐步提
2020年8月，公司完成对汶上海纬机车的并购工作，对其实现100%控股，自2020年9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

本公司以共同信用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分为不同组合。本公司采用的共同信用风险特征包括：
金融工具类型、信用风险评级、账龄组合等。

以上人员按照《公司章程》、《子公司管理制度》等规定开展工作，未尽程序按照各子公司章程规定办
理。

2020年三季度，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平稳，公司围绕战略规划，继续调整业务结构，加强管理，理顺流

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则，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具合理性。

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董事会，由张恒岩先生担任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对由收入准则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项，本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
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资产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委派董事的议案》；
同意公司委派庞博先生、张龙先生担任子公司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董事，与张恒岩先生组成汶

√ 适用 □ 不适用

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07.88万元、减少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2,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对于本公司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应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2020年04月21日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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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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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财务担保合同，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货跌价准备。可变现净值计算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

确认送达。本次会议由陈怀荣先生召集，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
汇丰银行
（中 国 ） 无
有限公司

1、信用减值计提方法

险组合确认三类， 分别确定预期损失率进行坏账准备计提，2020第三季度按单独确认计提减值损失金额1,

公告编号：2020-091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44,545,649

程辉

证券代码：002282

□ 适用 √ 不适用
数量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根据客户情况，把公司的客户按信用风险不同分为按单独确认、按账龄风险矩阵组合确认、按无风

1、证券投资情况

44,545,649 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

本公司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在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时，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

1、公司半年度五金
工具板块经营情
况。2、 金牛研磨经
营情况。3、 公司闸
东海基金、AP China、瑞华控股、南方天辰（北
片 业 务 进 展 情 况 。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
4、海纬机车经营情 台
：http://irm.p5w.
限责任公司、湖南迪策投资、华凌津杉、正奇金
况。5、 海纬机车产 net/ssgs/S002282/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品情况。6、 制动盘
更换周期。7、 公司
对子公司管理情
况。

四、金融资产投资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24.43%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信用损失，是指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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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桂芹

占2019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 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0

本季度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2020年09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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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2,149 质押

8,215,152

□ 适用 √ 不适用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5,831,517.00

91% 主要受资产购建支出同比减少、本期赎回上期理财影响

质押或冻结情况

吕桂芹

张晶彦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

经过公司对2020年9月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存货、商誉等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进行减
值测试后，2020年第三季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2,114.35万元，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222,28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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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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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反映公司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公司对合并范围内的各

□ 适用 √ 不适用
-791,753.05

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相关规定，将2020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50,750

变动原因

1,359,032.39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

单位：万元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汇率变动影响

财务费用

公告编号：2020-093

漏。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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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102% 主要受并购汶上海纬机车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证券代码：002282

□ 适用 √ 不适用

合计

855,742.69 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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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 --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10,975,022.93 政府补贴收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224.86 增长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

-253,178.63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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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

16,978.42

近年来，公司持续采取精简分支机构，优化产品和客户结构，整合生产资源，提高资产经营效率。今年以来，新冠疫情的
发生虽对公司的经营造成一定影响，但公司持续采取的经营管理举措显现综合效果，金刚石工具业务盈利能力开始回
升，涂附磨具业务保持平稳健康发展，预计主营业务的经营质量全年有较大提高。同时，因自9月份开始合并海纬机车
报表，预计2020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同比有较大幅度上升。
（因报告期末公司股本由期初的437,738,511股增加至490,825,151股， 预计的全年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幅与累计净
利润的同比增幅不一致）

89% 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及合并范围影响

预收款项

上年同期

11,993.2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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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62% 经营性出租资产增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40% 待抵扣进项税额减少

控股股东天
津鑫达瑞明
企业管理咨
询 中 心（有
限合伙）

控股股东天
津鑫达瑞明
企业管理咨
询 中 心（有
限合伙）

1、本企业以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
控制的公司或企业，下同）不存在产品交叉、重叠的情况，互相之间
不存在同业竞争。2、本次交易完成后，针对本企业以及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企业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业务或商业机
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司可能构
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下，本企业将努力促使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业务，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业
关于同业
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此外，本企业以及本企业控制的其 2017 年 02 月
竞争方面
长期
他企业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上市公司带 10日
的承诺
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企业将努力促使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
企业放弃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竞争。3、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本企业或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
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本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避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本企业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本承诺
函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1、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公司或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企业，下同）不存在产品交叉、重叠的情况，互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争。2、本次交易完成后，针对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拟从事或实质性
承诺
获得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业务或商业机会，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
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司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下，本
人将努力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业务，
实际控制人 关 于 同 业 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此外，本人
2017 年 02 月
长期
魏 少 军 、 魏 竞 争 方 面 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上
10日
强
的承诺
市公司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人将努力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放弃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竞争。3、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
发生同业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
给予上市公司， 避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本
人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控股股东天
津鑫达瑞明
企业管理咨
询 中 心（有
限 合 伙 ），
实际控制人
魏少军、魏
强

（一）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专职工作，不在本企业及本
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2、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
员独立， 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
体系和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二） 资产
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
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保证本
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
司的资金、资产。2、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
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三）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
关 于 维 护 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2、保证上市公司具
上 市 公 司 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3、保证 2017 年 02 月
长期
独 立 性 的 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共 10日
承诺
用银行账户。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企业及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
金使用、调度。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四）机构独立 1、保
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
的组织机构。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
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3、保
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五）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
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
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2、保证尽量减少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
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六）保证上市公司
在其他方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 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不适用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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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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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未
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
项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报告期内，未
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
项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7,015.5 --

8,726.58

3,422.19 增长

105.00% --

155.00%

0.4249 --

0.5285

0.2072 增长

105.00% --

155.00%

公司营业收入稳定增长所致。其中风电业务板块着力于全球市场客户管理，经营业绩稳步增长，推动公司业务规模不
断发展壮大。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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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未
发生违反上
述承诺的事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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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少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