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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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位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鸿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方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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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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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23,356 196,534,935 -1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6,626,428 52,174,440 -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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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9,376 4,533,067 -3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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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5,287 56,479,571 -6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627,164 611,842 -2,65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666,840 132,978 -10,377.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5.23 1.14 减少36.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9298 0.0360 -2,682.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9298 0.0360 -2,682.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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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428 22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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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86 177,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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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 -3,194,2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28,752 -16,0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20,197 105,9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09 40,431

所得税影响额 -25,511 700,281

合计 138,652 -1,9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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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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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3,879,228,176 23.08 0 质押 3,878,092,897 其他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

限责任公司

662,000,000 3.94 0 质押 662,000,000 其他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93,941,394 3.53 0 冻结 593,941,394 其他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517,671,098 3.08 0 质押 517,545,28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498,431,593 2.9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中铁信托·海南航

空定向增发权益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0,893,854 2.74 0 无 0 其他

中信建投基金－华夏

银行－西藏信托－西

藏信托－顺景27号单

一资金信托

460,893,854 2.74 0 无 0 其他

华 福 基 金 － 兴 业 银

行－长安国际信托－

长安信托·海航定增1

号单一资金信托

454,893,854 2.71 0 无 0 其他

长 江 财 富 － 浦 发 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分行

430,658,751 2.56 0 无 0 其他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

银行－陕西省国际信

托－陕国投·庆元8号

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50,933,213 1.49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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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3,879,228,176 人民币普通股 3,879,228,176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66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2,000,000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93,941,394 人民币普通股 593,941,394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517,671,098 人民币普通股 517,671,09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8,431,593 人民币普通股 498,431,593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海南航空定向增

发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0,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60,893,854

中信建投基金－华夏银行－西藏信托－西藏信托－顺

景27号单一资金信托

460,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60,893,854

华福基金－兴业银行－长安国际信托－长安信托·海

航定增1号单一资金信托

454,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54,893,854

长江财富－浦发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分行

430,658,751 人民币普通股 430,658,751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陕西省国际信托－陕国

投·庆元8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0,933,213 人民币普通股 250,933,2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长江租

赁有限公司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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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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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于2020年4月13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0年4月30日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孙公司股权的报告》，同意控股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

任公司向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海南国善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国旭实

业有限公司、海南航鹏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交易金额共计294,399.87万元人民币。截至报

告披露日已完成股权登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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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预计陷入负增长，航空客运市场受到严重冲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6月2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面临

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下滑4.9%（此前4月预期

为下滑3%），复苏的“爬坡” 过程预料将漫长而艰难，同时，IMF下调全球经济2021年预计数

值至5.4%。IMF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萎缩3%。

在疫情冲击之下，2020年航空业的境况非常严峻。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数据，

亚太地区的航空公司将受疫情影响最严重。亚太地区航空公司今年的乘客需求(以营收乘客

公里数衡量)将下降53.8%，而运力(以可用座位公里数衡量)将下降39.2%，预计2020年亚太地

区的航空公司将亏损290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2020年全球航空业预计损失843亿美元的三

分之一。同时，自疫情爆发以来，欧洲和美国的空运业务已经萎缩超过90%。而疫情给航空运

输业带来的影响将持续数年，预计2021年航空公司的客座率将保持在75%以下；航空客运量

至少在2023年以前都无法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如果社交限制措施和封闭措施继续延长，

则航空业复苏之路将更为漫长。

2.�公司积极防疫抗疫，主动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战略，但整体业绩恢复较慢，存在2020年

累计净利润亏损风险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疫情对航空业造成的重大打击，海航控股多措并举有序推进生产经

营恢复。 通过推出客货运包机服务，“复工复产”“海南自贸港”“师生返校” 主题销售包，

“海航随心飞欢聚自贸港”产品等，在危机中创新机，有效提高机票销售量；创新上线家庭坐

席、全面提升在线智能机器人客服等，确保五星服务品质；通过裁撤无中长期发展计划的过

夜基地，实现集中发展，有效提升飞机利用效率；优化和改造低品质、低收益航线并加强集团

内航线网络协同，实现核心资源高效利用。

但鉴于目前国内疫情间歇存在局部偶发状况，旅客出行意愿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数值；且

国际疫情防控态势不佳，导致公司国际及地区航线收益表现不佳。公司基于对目前情势的初

步判断，预计2020年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名称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位精

日期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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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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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30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续聘公司副总裁的报告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张志刚先生、刘吉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生效。

独立董事意见：张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负责公司机务维修、采购管理工作，为

公司发展特别是维修安全品质提升、航材成本管控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公司治理积极建

言献策，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刘吉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负责市场营销管理及体系建设工作，为公司发展特别

是航线网络布局、市场收益提升等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公司治理积极建言献策，提升公

司管理水平。

张志刚先生、刘吉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同意继续聘任其担任公司副总裁。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张志刚先生简历

张志刚，男，汉族，1974年出生，籍贯江西省，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7年加入海航，

现任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海南航

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维修工程事业部计划中心经理、总经理助理、综合管理中心经理，大新

华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总经理、副总裁、总裁，海航湾流(北京)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务。

刘吉春先生简历

刘吉春，男，汉族，1980年出生，籍贯四川省，毕业于美国城市大学。2002年加入海航，现任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历任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销售部国际

业务分部经理、市场销售部副总经理，海南海航航空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南航空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总经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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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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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30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5名，实际参会监事5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全票

通过了如下报告：

一、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作出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地反映本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截至本审核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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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华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蓉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彩

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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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48,708,575.08 37,449,855,965.33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86,265,934.73 13,330,117,334.33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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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630,283.55 -13.04% 3,769,150,337.69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4,180,740.79 -15.04% 979,073,546.56 1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3,800,935.29 -18.74% 951,918,220.90 7.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62,715,292.56 -4.69% 1,424,405,766.70 -7.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4 -15.09% 0.3256 19.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44 -15.09% 0.3256 19.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1% -0.67% 7.16% 0.86%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3,007,098,03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元/

股）

0.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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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0,6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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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4,693.5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732,017.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320,905.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95,967.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5,689.36

合计 27,155,32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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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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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27% 940,183,123 898,213,624

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 103,125,264 71,750,004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0% 90,200,000 0

长安基金－民生银行－长安悦享定增25号分

级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4% 76,507,769 0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9% 50,769,125 0

上海欧擎北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 41,688,714 0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 35,527,578 0

申万宏源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万宏

源三新创投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5% 34,578,778 0

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5% 31,510,769 0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1% 30,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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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90,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200,000

长安基金－民生银行－长安悦享定增25号分级

资产管理计划

76,507,769 人民币普通股 76,507,769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769,125 人民币普通股 50,769,125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41,969,499 人民币普通股 41,969,499

上海欧擎北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688,714 人民币普通股 41,688,714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5,527,578 人民币普通股 35,527,578

申万宏源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万宏源三

新创投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4,578,778 人民币普通股 34,578,778

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31,510,769 人民币普通股 31,510,769

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 31,375,260 人民币普通股 31,375,260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成立申万宏源证券－四川三新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万宏源三新创投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同时，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四川

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不超过5%的股份。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涪陵区国资委，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是重庆市涪陵区国资委代表区政府出资并100%持股的国

有独资公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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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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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30日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155,117,595.37 70,247,850.54 120.81%

本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较

期初增加。

在建工程 550,008,304.63 797,780,231.52 -31.06% 本期部分电站转固。

短期借款 1,000,000,000.00 2,300,878,909.73 -56.54% 本期归还部分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214,692,100.00 372,672,168.06 -42.39%

本期票据到期支付，导致应付票据余额

减少。

合同负债 164,084,546.80 19,837,139.70 727.16% 本期太阳能产品预收货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549,803,994.33 836,632,972.51 -34.28%

本期支付以前年度股权收购款导致余额

减少。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9月发生额 2019年1-9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57,264,190.07 18,697,076.70 206.27%

组件销量增加且部分订单为海外及偏远

地区导致运输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 32,229,843.85 19,878,874.28 62.13% 本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导致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6,426,828.95 3,364,489.43 91.02%

本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分红较上年同期

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25,473,880.27 -53,804,294.30 147.35%

本期收回部分期初应收账款，相应冲销

原计提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 -35,180,700.00 0.00

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较上年同期增

加。

营业外收入 33,644,925.16 16,469,980.56 104.28% 本期收原股东补偿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11,961,311.66 89,260,649.58 -86.60% 上年同期预计诉讼损失导致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142,865,291.54 81,903,940.44 74.43%

主要是已过所得税减免期的电站增加导

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9月发生额 2019年1-9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49,064,912.49 -2,112,612,833.36 31.41%

本期构建固定资产支出较上年同期减

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9,205,149.75 899,802,500.86 -74.53% 本期偿还借款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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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签署意向性合作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 -� 43），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能

科技公司” ）所属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公司” ）正在筹划年

产20GW高效太阳能电池及4.5GW高效组件智能制造项目一期工程（年产6.5GW高效太阳能

电池和1.5GW高效组件智能制造项目，以下简称一期项目），针对一期项目投资地址选择，镇

江公司与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分别对

6.5GW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1.5GW高效组件智能制造项目达成一致， 并于近日由镇江公司

股东太阳能科技公司与两地政府分别签署了意向性合作协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子公司签署意向性合作协议的自

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2020年09月29日

巨潮资讯（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0�-43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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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 ）曾作出和变更

了《关于收购涉及基本农田相关资产的承诺函》，承诺如果公司在2021年底之前未能将所涉

基本农田转为一般农田， 且届时太阳能光伏农业项目使用基本农田的相关法规政策未进行

实质性修订或调整的，在上市公司履行内部程序同意相关交易后，中国节能同意通过资产置

换、现金收购等方式从上市公司收购涉及基本农田的相关项目或项目公司股权。截至2020年9

月底，公司尚有山西潞安50兆瓦大棚项目、临沂2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电站项目尚未完成

基本农田调规。

2.根据《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中国节能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华禹持有公司的限

售股份于2019年3月10日满足解除限售的时间要求。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暂未办理中国节

能、深圳华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手续。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SPI SPI

72,156,

828.73

公允价

值计量

747,

954.67

1,400,

142.86

3,899,

932.95

其他资

产

股份置

换

合计

72,156,

828.73

--

747,

954.67

0.00

1,400,

142.86

0.00 0.00 0.00

3,899,

932.9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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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资金按照合

同约定的条款陆续进行支付。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4,686,354,372.18

元；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155,000,000.00元（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5,174,164.56元，收到募集资金理财收入102,525,916.98元，其中，本期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66,166.23元，收到募集资金理财收入739,465.87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187,375,172.54元（含

存入暂未使用的手续费余额263.18元）。

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绿色产业项目，该等

项目均已建成并投入运营。截至2020年9月30日，“19太阳G1” 募集资金中349,604,275.43元已

用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绿色产业项目，150,000,000.00元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利息收入117,

059.92元，手续费支出4,708.82元，公司债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08,075.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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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募集资金 15,500 15,500 0

合计 15,500 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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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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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华斌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591� � �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2020� -� 45

债券代码：112876� � � �债券简称：19太阳G1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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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于2020年10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曹华斌主持，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20-47）。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调整组织机构设置的议案》

为深化落实公司“党委统领全局、党建经营一体化” 工作思路，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职

责明确、精于高效的内部管理体系，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工作效率，为推动公司“2+2” 发展

战略落实落地提供组织保障，公司本部部门职责进行了调整：

细化综合管理部（党委办公室）组织人事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职责；党群工作部改为党

建工作部，增加党建工作部宣传工作职责；调整经营管理部、科技发展部部门职责，将运维管

理职责由经营管理部划转至科技发展部，将招标采购管理职责由科技发展部划转至经营管理

部。

调整后的各部门主要职责如下：

综合管理部（党委办公室）主要负责综合事务管理、公文流转、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与

新闻信息管理、企业宣传、组织人事与人力资源管理、党委日常工作等；

党建工作部主要负责党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会责任建设、工会共

青团工作、宣传工作等；

财务管理部主要负责会计核算、财务管理、资金管理、财务内控工作等；

项目管理部主要负责项目合作与开发管理、项目立项、投标、节能减排、在建项目管理、工

程造价与结算管理工作等；

经营管理部主要负责经营分析考核、资产并购、资产管理、招标采购管理、子公司“三会”

管理、日常经营管理（含农业项目经营管理）工作等；

科技发展部主要负责行业政策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与研究、战略规划管理、运维管理、

科技信息管理、技术创新与改造、科研成果管理与应用工作等。

董事会办公室（证券法律部）主要负责公司治理体系建设、三会管理、资本运作、证券事

务及董事会日常事务、公司法律体系建设及法律事务管理、投资者关系管理等；

审计部主要负责公司内部审计体系建设、内审监督、后评价、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等；

安全生产部主要负责公司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制定、管理和监督工作等；

纪委办公室主要负责在太阳能公司党委、纪委领导下，进行日常监督检查，问题线索和案

件管理，运用第一、二种形态加强干部教育监督管理，纪检干部队伍建设，对涉嫌违纪违法问

题核实查处。落实上级纪委工作要求等。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591� � �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2020� -� 46

债券代码：112876� � � �债券简称：19太阳G1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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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20年10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耕红主持，会议应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

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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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20-47）。

同意 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3309� � �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0-058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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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松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4,864,8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6%，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66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3.76%，占

公司总股本的4.1%。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30日接到公司第二大

股东广州松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松维” ）函告，获悉其将持有的本公司

部分股份进行了延期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延期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4日，广州松维将其持有的公司8,2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期限12个月。详见公司2019年11月6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2019-066）。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实施2019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3股,上述质押股份数量变更为10,660,000股。

近日，广州松维将上述质押给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0,66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

延期购回交易，具体信息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延期质押

股数(股)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

限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原质押

起始日

延期后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广州

松维

否 10,660,000 否 否

2019/11

/4

2021/10

/24

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3.76% 4.1%

债权类

投资

合计 / 10,660,000 / / / / / 23.76% 4.1% /

上述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广州松维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延

期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延

期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广州

松维

44,864,856 17.26% 10,660,000 10,660,000 23.76% 4.1% 0 0 0 0

合计 44,864,856 17.26% 10,660,000 10,660,000 23.76% 4.1%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广州松维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 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

形。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时，广州松维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

还款等。公司将持续关注广州松维的股权质押风险，并根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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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21、900945� � � �公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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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59� � � �证券简称：中通国脉 公告编号：2020-054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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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减持计划披露日，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通国脉” ）董事、副总经理周才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488,937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4345%。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周才华先生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周才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488,937 2.434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3,488,

937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周才华先生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为上述股东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自主决定，本次减持

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