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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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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20 年 10 月 29 日，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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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卞云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云梅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797,699,006.68 2,812,968,705.78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31,915,920.54 1,258,516,815.55 -2.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164,874.47 41,972,903.97 -331.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681,312,958.42 624,056,065.84 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847,900.95 -30,519,949.8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87,490.43 -34,132,922.6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 -2.1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95 -0.101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95 -0.1017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

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062,785.25 2,890,470.8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147,591.43 3,427,3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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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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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4,648.20 -334,736.9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621.67 -147,287.56

所得税影响额 -505,972.46 -1,296,203.55

合计 1,423,377.69 4,539,589.4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13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147,946,207 49.32 0 无 0 国有法人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48,000,000 16.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顺鑫智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2,176 0.67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司 1,791,912 0.60 0 无 0 国有法人

周宇光 1,217,600 0.41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尚雨光 1,051,085 0.35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罗楚珠 939,900 0.31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孙晓光 851,530 0.28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张秀来 820,100 0.27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李吉军 785,500 0.2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147,946,207 人民币普通股 147,946,207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北京顺鑫智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12,176 人民币普通股 2,012,176

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司 1,791,912 人民币普通股 1,791,912

周宇光 1,21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7,600

尚雨光 1,051,085 人民币普通股 1,051,085

罗楚珠 939,900 人民币普通股 939,900

孙晓光 851,530 人民币普通股 851,530

张秀来 820,100 人民币普通股 820,100

李吉军 785,500 人民币普通股 785,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

控股股东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

公司，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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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金额 上年年末金额 变动（%） 主 要 原 因

应收票据 700,000.00 500,000.00 40.00

主要原因是期末以票据形式存

在的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51,149.91 18,921,137.82 -99.20

主要原因是公司视资金管理的

需要将部分商业承兑汇票背书

转让所致。

存货 457,945,055.43 996,568,984.22 -54.05

主要原因是依据新收入准则，将

符合条件的存货转入合同资产

所致。

合同资产 600,831,938.10 0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依据新收入准则，将

符合条件的存货转入合同资产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9,229,949.70 29,451,125.89 67.16

主要原因是应交税费重分类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13,320,977.60 20,431,357.57 -34.80

主要原因是联营企业权益法核

算按比例确认亏损所致。

在建工程 65,879,671.25 49,472,259.99 33.16 主要原因是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0 1,2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期末以票据形式存

在的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0 248,956,651.72 -100.00

主要原因是依据新收入准则，将

符合条件的预收款项转入合同

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189,811,374.35 0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依据新收入准则，将

符合条件的预收款项转入合同

负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62,820.18 6,772,152.49 -72.49

主要原因是发放了上年末计提

的奖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61,470,596.39 119,639,776.95 -48.62

主要原因是偿还了到期的关联

方借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2,500,000.00 2,000,000.00 2025.00

主要原因是期末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43,000,000.00 34,103,167.68 319.32

主要原因是增加了长期借款所

致。

项 目 2020年 1月 -9月 2019年 1月 -9月 变动（%） 主 要 原 因

销售费用 0 154,751.22 -100.00

主要原因是广告宣传费同比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3,082,324.36 -4,631,231.89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对基金公司的股权

投资本期获得收益分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33,740.68 -561,157.82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收回应收款项转回

对应已计提的坏账准备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2,341.17 3,436,168.64 -89.16

主要原因是本期非经营性支出

同比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799,447.51 -7,565,290.10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本期亏

损额同比减少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3,799,447.51 -7,565,290.10 不适用

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本期亏

损额同比减少所致。

项 目 2020年 1月 -9月 2019年 1月 -9月 变动（%） 主 要 原 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7,164,874.47 41,972,903.97 -331.49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810,592.17 -4,479,074.89 -74.38

主要原因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0,641,241.77 -30,070,491.53 334.92

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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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8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28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关于出售控股

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及《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报告期内，上述两项事项尚未完成后续产权交易等手续。 上述事项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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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卞云鹏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 � �编号：临 2020-051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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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材

料于 2020年 10月 19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年 10月 29 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B区裕民大街甲 6号公司 4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七人，董

事长卞云鹏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内容详见 2020年 10月 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授信期限一年；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授信

期限一年。

公司本次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事

项信用免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公司办理本次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关于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中共北京空港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委员会 《关于赵建志同志免职的通知》（京空党发〔2020〕80

号），决定免去赵建志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解聘后，赵建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截止至本

公告披露日，赵建志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解聘赵建志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关于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9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600463� � � �公告编号：临 2020-052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

新签合同情况及重大项目进展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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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0年 2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被归为土木工程建筑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

号一一建筑》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将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天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 ） 2020年 7-9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

投资者参阅。

一、2020年第三季度新签项目情况

业务类型

2020年 7-9月新签

项目数量（个）

同比变动（%）

2020年 7-9月新签

项目合同金额（万元）

同比变动（%）

房屋建设 2 -33.33 34,998.82 2.5

合 计 2 -33.33 34,998.82 2.5

二、2020年 1-9月累计签订项目情况

业务类型

2020年 1-9月累计签订

项目数量（个）

2020年 1-9月累计签订

项目合同金额（万元）

房屋建设 8 85,095.15

合 计 8 85,095.15

三、2020年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888� � � �证券简称：惠威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0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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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阎忠民先生的辞职

报告，阎忠民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阎忠民先生将继续担任子公司珠海惠威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主管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阎忠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阎忠民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

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按照法定程

序，提名、选举公司董事。

公司及董事会向阎忠民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300609� � � �证券简称：汇纳科技 公告编号：2020-129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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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2020年 10月 28日，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年 10月 30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0月 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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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施良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曲翠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楼小莲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06,270,509.19 1,307,874,266.47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12,062,305.30 970,908,995.33 4.2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7,861,268.39 44,950,463.05 73.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96,297,792.97 413,061,675.32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7,479,321.98 56,789,148.63 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8,549,160.96 48,613,973.5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79 6.09 减少 0.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66 0.3622 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66 0.3622 1.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4,352.46 203,896.6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475,111.29 9,977,413.7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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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8,342.47 460,235.61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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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1,183.85 371,899.24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8,171.37 -434,538.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66,180.65 -1,648,745.40

合计 2,550,980.79 8,930,161.0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59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施良才 22,872,987 14.59 22,872,987 无 0 境内自然人

樊开曙 20,034,885 12.78 20,034,885 质押 2,000,000 境内自然人

施元直 18,241,356 11.63 18,241,35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位本 15,872,170 10.12 15,872,17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樊开源 5,600,000 3.57 5,6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施定威 4,631,631 2.95 4,631,631 无 0 境内自然人

蔡振贤 3,415,748 2.18 3,415,748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贺朝阳 1,745,481 1.11 1,745,481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邬振贵 1,168,871 0.75 1,168,871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朝宝 1,168,871 0.75 1,168,871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杨位本 15,872,170 人民币普通股 15,872,170

邬振贵 1,168,871 人民币普通股 1,168,871

钱朝宝 1,168,871 人民币普通股 1,168,871

深圳市创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8,800

王宇豪 9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999,999

付琨晶 309,840 人民币普通股 309,840

万细珍 258,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600

张素芹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黄舜娜 238,140 人民币普通股 238,140

李冀峰 217,477 人民币普通股 217,4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樊开源、施定威、蔡振贤、

贺朝阳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其中，

施良才与施元直为兄弟关系，施定威为施元直之子，樊开曙和

樊开源为兄弟关系，樊开曙和樊开源为施元直妻弟，蔡振贤为

施良才和施元直外甥，贺朝阳为施良才妻弟。

2、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9,854,014.30 6,997,982.28 40.81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收客

户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0,000,000.00 208,731.32 19,063.39

主要系本期末闲置募集

资金理财投资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2,730,312.54 22,297,898.00 -42.91

系本期兑付到期承兑汇

票所致

预收款项 - 34,546,584.66 -100.00

系本期末重分类至合同

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49,874,451.24 - 不适用

系本期末预收款项重分

类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 15,026,350.83 -100.00 系借款到期偿还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上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1-9月）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3,435,143.51 2,029,532.03 69.26

主要系本期缴纳增值税

增加相应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9,977,413.78 6,105,887.53 63.41

主要系本期递延收益 -

政府补助转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331,525.00 -305,548.64 535.78

主要系本期末应收账款

余额减少相应坏账准备

冲回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上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1-9月）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2,924,264.47 12,429,468.61 -76.47

主要系本期收出口退税

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4,923,062.13 8,176,016.37 82.52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0,000,000.00 280,000,000.00 -32.14

系本期收回理财投资较

上期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9,182,504.75 126,937,593.70 -84.89

主要系支付机器设备款

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 35,000,000.00 71.43

系本期新增银行贷款较

上期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75,088,333.33 22,500,000.00 233.73

系本期偿还债务较上期

增加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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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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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施良才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603917� � � �证券简称：合力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3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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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

● 委托理财金额：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类型：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理财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内有效，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

● 履行的审议程序：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资金，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

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89号”《关于核准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2,8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14.22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398,16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57,509,060.46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A16403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7年 11月 28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

存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

下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计划

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占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

额的比重（%）

年产 100 套大型精密压铸模具及 150 万件

铝合金部品技改扩产项目

25,251.00 19,764.20 78.27

补充流动资金 10,499.91 10,501.82 100.02

合计 35,750.91 30,266.02 84.66

（三）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明确投资产品金额、

期间、选择投资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

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 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

工作。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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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他

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产品。

（6）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离。

（7）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

险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二、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风险等级低、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不用于证券

投资，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高风险理财产品，投资产品不得质押。 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日常经营产生不良影响。

（二）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1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的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

（三）实施方式

在上述范围内由董事会授权总经理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明确投资产品金额、期间、选择

投资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授权额度范围内所购买的均是保本型产品，风险水平很低，公司财务部相关

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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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787.43 130,627.05

负债总额 33,696.53 29,4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090.90 101,206.23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1-9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5.36 7,786.13

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5,411.88万元，在“其他流动资产”中列报的尚未到期

的理财产品为 4000万元。 本次委托理财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 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92.39%，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及尚未到期理财产品总和的 53.12%。

（二）现金管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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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总体风险可控，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现金管理产品

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现金管理产品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造成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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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科目，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科目。

四、风险提示

公司投资理财产品为低风险保本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

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

可预期。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年

以内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相

关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内有效。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2020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年

以内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相

关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内有效。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使用，也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也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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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年

以内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相

关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内有效。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

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短期（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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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并且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华泰联合证券对本次合力科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事项无异议。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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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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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2,700 8.29 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1,500 1,500 4.59 0.00

3 银行理财产品 1,800 1,800 5.33 0.00

4 银行理财产品 700 700 2.00 0.00

5 银行理财产品 1,800 1,800 5.01 0.00

6 银行理财产品 700 700 1.81 0.00

7 银行理财产品 2,500 2,500 6.51 0.00

8 银行理财产品 1,200 1,200 2.76 0.00

9 银行理财产品 2,300 2,300 3.19 0.00

10 银行理财产品 2,500 2,500 5.51 0.00

1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1.04 0.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8.28 0.00

1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3.19 0.00

14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0.00 0.00 3,000

15 银行理财产品 900 0.00 0.00 900

合计 26,600 22,700 57.51 3,9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4.12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7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9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00

总理财额度 5,000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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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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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年 10月 29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形式召开，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良

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资金，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的

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 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年以内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

正常经营，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下，额度内资金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可

循环滚动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单个理

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

公司对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的现金管理严格遵循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确保不对本次募投项

目的实施进度产生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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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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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形式召

开，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樊开曙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监事会及监事

保证《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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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0 年第三季

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

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年以内的短期保

本型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相关决议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内有效。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

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也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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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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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川金诺” ）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0月 3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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