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989� � � �公司简称：宝丰能源

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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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元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东旭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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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0,867,250,265.15 38,105,012,879.96 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451,952,432.34 25,900,347,545.01 5.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6,416,263.57 1,290,554,884.88 29.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4,979,264,390.94 3,609,723,570.18 3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7,879,711.46 821,805,985.29 11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99,266,717.16 811,621,215.93 12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6.49 3.46

增加

3.0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4 0.11 1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4 0.11 1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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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000,4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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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2,604.84

捐赠支出

-75,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24,126.63

所得税影响额

10,856,709.56

合计

-71,387,0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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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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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

2,608,470,063 35.57 2,608,47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东毅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7.27 2,000,000,000

无

-

境外法人

党彦宝

552,000,000 7.53 552,000,000

无

-

境内自然人

宁夏聚汇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5,000,000 1.70 125,000,000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张龙

114,000,000 1.55 -

无

-

境内自然人

宁夏易达隆盛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2,298,500 1.39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田翠莲

67,000,000 0.91 -

无

-

境内自然人

王树利

58,400,000 0.80 -

无

-

境内自然人

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宁夏盛

达润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946,000 0.69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胡亦对

50,626,487 0.69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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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龙

1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00,000

宁夏易达隆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2,2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298,500

田翠莲

6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000,000

王树利

5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400,000

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宁夏盛达润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0,9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946,000

胡亦对

50,626,487

人民币普通股

50,626,48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科技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3,053,388

人民币普通股

43,053,3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创新升级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326,789

人民币普通股

35,326,78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19L－

FH002

沪

34,467,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67,3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019L－CT001

沪

30,030,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3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党彦宝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东毅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宁夏聚汇信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除

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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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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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主营业务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4,979,264,390.94 3,609,723,570.18 37.94

营业成本

2,419,322,261.70 2,310,185,262.69 4.72

税金及附加

79,799,139.74 32,460,766.46 145.83

管理费用

124,583,087.73 91,332,044.62 36.41

研发费用

24,214,623.25 35,391,651.67 -31.58

财务费用

100,487,231.13 53,964,584.49 86.21

其他收益

3,819,366.23 7,790,500.95 -50.97

信用减值损失

-1,215,165.81 521,505.97 -333.01

资产处置收益

-16,000,446.73 489,855.91 -3,366.36

营业外支出

77,339,971.18 638,000.00 12,022.25

所得税费用

284,055,933.63 121,197,615.68 134.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6,416,263.57 1,290,554,884.88 29.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7,981,531.26 -602,545,029.14 -120.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8,848,740.12 2,032,780,430.12 -87.7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营业收入497,926.44万元，同比增加136,954.08万元，增幅

37.94%。主营业务烯烃产品本期实现营业收入271,603.56万元，同比增加63,121.16万元，增幅

30.28%，主要是本期聚烯烃产品量价齐涨，价格同比上涨16.61%。本期焦炭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78,944.72万元，同比增加67,263.74万元，增幅59.01%，主要是本期焦炭价格同比上涨61.31%，

影响收入增加67,063.72万元。 本期精细化工产品实现营业收入45,739.62万元， 同比增加5,

816.42万元，增幅14.57%，主要是精细化工产品MTBE、纯苯、改质沥青销售价格随市场波动上

行。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营业成本241,932.23万元，同比增加10,913.70万元，增幅

4.72%，主要是报告期原材料价格上涨，燃料及动力成本增加，人工成本同比增加，影响烯烃产

品营业成本同比增加10,874.11万元，焦炭产品成本同比增加1,473.80万元，主要是外购精煤价

格同比上涨；精细化工产品成本同比下降1,434.21万元，主要是耗用外购原料数量下降。

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税金及附加7,979.91万元，同比增加4,733.84万元，增幅

145.83%，主要是随着项目投产，产品价格走高，盈利水平上升，应缴增值税增加影响附加税增

加，资源税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管理费用12,458.31万元， 同比增加3,325.10万元， 增幅

36.41%，主要是公司为后续项目储备人才，管理人员数量有所增加，员工薪酬调增，使得管理

费用中职工薪酬同比增加。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研发费用2,421.46万元， 同比减少1,117.70万元， 降幅

31.58%，主要是报告期研发项目处于项目研发前期，发生费用较少。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财务费用10,048.72万元， 同比增加4,652.26万元， 增幅

86.21%，主要是报告期内项目已投产，利息资本化金额减少。

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其他收益381.94万元，同比减少397.11万元，降幅50.97%，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政府补助金额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121.52万元，同比增加173.67万元，增

幅333.01%，主要是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1,600.04万元，同比减少1,649.03万元，

主要是报告期内按项目规划拆除构筑物计入损失1560万元。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营业外支出7,734.00万元，同比增加7,670.20万元，主要

是报告期捐赠增加7500万元。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所得税费用28,405.59万元，同比增加16,285.83万元，增

幅134.37%，主要是报告期利润增加，所得税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167,641.63万元，同比增加38,

586.14万元，主要是报告期价格同比涨幅较大，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132,798.15万元，同比增加净

流出72,543.65万元，主要是三期项目、内蒙项目建设支出和采矿权支出所支付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24,884.87万元，同比减少178,

393.17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取得的金融机构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3.1.2资产负债项目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

）

货币资金

4,099,268,405.19 3,087,441,509.73 32.77

使用权资产

1,159,923,613.11 -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69,156,892.57 574,676,435.60 155.65

短期借款

- 400,361,111.11 -100.00

应付票据

584,907,145.90 330,579,348.59 76.93

合同负债

339,500,157.55 493,912,636.51 -31.26

应交税费

604,713,575.41 353,857,054.56 70.89

租赁负债

489,531,585.54 - 100.00

减：库存股

199,975,242.50 - 100.00

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101,182.69万元，增幅32.77%，主要是为公司发展储备资金。

使用权资产较上年末增加115,992.36万元， 主要是根据新租赁准则将固定资产中的融资

租赁部分调整至使用权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89,448.05万元，增幅155.6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新建烯

烃三期、内蒙古宝丰煤基400万吨/年煤制烯烃等项目投入增加，支付的工艺包及长周期设备

款增加。

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40,036.11万元，主要是调整负债结构，报告期内归还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较上年末增加25,432.78万元，增幅76.93%，主要是为项目建设办理国际结算信用

证业务增加。

合同负债较上年末减少15,441.25万元，降幅31.26%，主要是报告期末收到客户的预收货款

减少。

租赁负债较上年末增加48,953.16万元,主要是根据新租赁准则确认的租赁负债。

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25,085.65万元，增幅70.89%，主要是报告期利润增加，应交增值税

和所得税相应增加。

库存股较上年末增加19,997.52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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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信息披露日， 公司200MWp光伏发电及20000标方/小时电解水制氢示范项目已部

分建成并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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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元管

日期 2021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989� � � �证券简称：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1-023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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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一化工》有关规定和披露

要求，现将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产量、销量及收入情况

2021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7,926.44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496,287.90万元，其

他业务收入1,638.54万元。构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产品产销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

序号 主要品种 产量 销量 销售收入

1

聚乙烯

180,622.99 183,370.69 129,817.29

2

聚丙烯

120,397.42 130,031.38 97,712.39

3

焦炭

1,134,528.52 1,027,869.34 176,445.39

4

纯苯

20,761.28 20,881.64 9,066.34

5

改质沥青

26,966.96 26,570.60 8,143.81

6 MTBE 24,373.36 23,966.84 10,672.21

7

其他

64,430.46

合计

1,507,650.52 1,412,690.49 496,287.90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单位：元/吨

序号 主要品种

2021

年一季度平均单价

2020

年一季度平均单价 变动幅度

1

聚乙烯

7,079.50 5,922.61 19.53%

2

聚丙烯

7,514.52 6,525.23 15.16%

3

焦炭

1,716.61 1,064.16 61.31%

4

纯苯

4,341.78 3,837.05 13.15%

5

改质沥青

3,064.97 2,505.09 22.35%

6 MTBE 4,452.91 4,058.55 9.72%

三、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单位：元/吨

序号 主要品种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变动幅度

平均采购单价 平均采购单价

1

原煤

449.43 338.31 32.85%

2

精煤

720.08 638.44 12.79%

3

动力煤

308.97 239.02 29.27%

4

甲醇

1,722.14 1,521.02 13.22%

5

煤焦油

2,384.02 1,934.18 23.26%

6

粗苯

3,029.50 2,660.27 13.88%

四、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数据，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概况使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989� � � �证券简称：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1-024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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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4月6日以电子邮件、移动办公平台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党彦宝召

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1）。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由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公司拟成立绿氢生产子公司，在光伏制氢

领域进行持续研发投入及项目建设，通过用绿氢绿氧直供煤化工的新模式，以科研成果、产业

转化推动工艺、技术和装备升级，提高转化率，降低能耗，切实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为

企业从根本上实现碳减排找到有效解决方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0万元在宁夏宁

东设立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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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外投

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的编制程序、季报内容、格式

符合相关文件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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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全文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夏宝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夏宝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989� � � �证券简称：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1-021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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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

部修订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而进行的相应变更，不涉及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8年

12月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对公司现行

的部分会计政策进行的变更。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作为境内上市公司，公司自2021年1月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新租赁准则统一承租人会计处理方式，取消了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分类，对于符合租

赁定义的租赁合同，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除符合要求的选择简化处理的短

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初始确认时，根据租赁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

认租赁负债，同时按照租赁负债及相关初始成本确认使用权资产。后续计量时，对使用权资产

计提折旧费用，并进行减值测试，按实际利率法确认租赁负债的利息支出。同时，调整财务报

告相关披露要求，其他租赁模式下的会计处理无重大变化。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与原租赁准则相比，新租赁准则的核心变化是取消了承租人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的

分类，要求承租人对所有租赁（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在资产负

债表中均确认相应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公司将于2021年1

月1日起实施新租赁准则， 并自2021年第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

露，并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进行相应变

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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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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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

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0万元在宁夏宁东设立全资子公司，通过太阳能发电制取绿氢用于化工

生产，实现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减少煤炭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二）2021年4月16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以9票赞成、 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宜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将视本次对外投资进展及投资主体从事具体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宁夏宝丰能源绿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

准）

2.公司住所：宁夏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宝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箕嵘

5.股东及股东出资情况：

该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00,000万元，持有100%股权。

6.经营范围：氢气加工制取、运输、储存及销售。

以上信息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可行性分析、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2018年，公司联合燕宝慈善基金会捐赠1亿元成立了“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

专项基金” ， 支持以谢振华大使为首的专家开展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关研

究，推动清洁、低碳能源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公司于2019年启动了200MW光伏发电及2万标方/小时电解水制氢储能及综合应用示范

项目，目前已部分建成并已投入生产，项目建成后将年产氢气1.6亿标方/年，副产氧气0.8亿标

方/年。该项目采用“新能源发电+电解水制取绿氢绿氧直供煤化工” 的新模式，将所产氢气、

氧气直接送入化工装置，实现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开辟了一条经济可行的实现碳减排的科

学路径。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由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公司拟成立绿氢生产子公司，在光伏制氢

领域进行持续研发投入及项目建设，通过用绿氢绿氧直供化工装置生产的新模式，以科研成

果、产业转化推动工艺、技术和装备升级，提高转化率，降低能耗，切实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升级。

（二）可行性分析

1.技术可行性分析：公司200MWp光伏发电及20000标方/小时电解水制氢示范项目已于

2021年初部分建成并投入试生产，通过连续168小时的标准运行调试，设备及产品的安全、质

量、成本可控，综合成本可以控制在1.34元/标方，所产氢气也成功进入公司烯烃生产系统，达

到预定目标。

2.经济可行性分析：公司规划用逐年提取的折旧资金分步投资建设光伏发电及电解水制

氢项目。按完全用折旧资金投资、自有资金不计利息计算，光伏发电设备每瓦2.3元，按25年折

旧期计算，每瓦每年折旧0.092元；每瓦每年光照1700小时，可以发1.7度电，度电折旧0.054元；

度电人工、维护、土地租赁费约0.014元；因制氢设备是连续运行，光伏只能白天发电，按光伏发

电上网调峰费每度0.1元、53%发电量上网计算，平均每度电调峰费0.053元；总度电成本为0.121

元（0.054+0.014+0.053）。根据公司现有制氢设备的运行情况，制1标方氢气需要5.2度电，用电

成本为0.63元；制氢设备的折旧、人工、辅助等，每标方氢约0.07元。每方氢气的成本可控制在

0.7元，与目前化石能源制氢成本每标方0.6元接近。

3.实施路径：一是继续扩大光伏发电及电解水制氢规模；二是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广泛

开展技术合作广泛开展技术合作，寻求新能源制氢的技术突破；三是加强与相关金融支持、产

业转化机构的合作，加速技术产业化进程，使新能源制氢的综合成本接近甚至低于化石能源

制氢成本。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计划通过20年的时间，实现以新能源制取的“绿氢” 替代原料煤制氢，以新能源制取

的“绿氧” 替代燃料煤制氧，使公司不受煤炭资源的制约，并能保持成本的稳定性；实现二氧

化碳近零排放，环境容量不受限制，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

（四）可能存在的风险

子公司的成立尚需取得当地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和批准，其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

面临国家政策、宏观经济、市场竞争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65� � �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1-026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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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与特殊机构客户签订的

经营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合同总金额约3.48亿元人民币。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合同交易对方为特殊机构客户，公司在按行业管理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得到

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下，豁免披露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

特殊机构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具有良好的信用，合同款项一般为专款，具备

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主要为无线通信（含卫星通信）、北斗导航产品及配套设备。

2、合同金额：约3.48亿元人民币。

3、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并报上级主管部门确认盖章后生

效。

4、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供货时间为2021年至2022年相应月份，具体时间按照合同规定

执行。

5、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支付方式、质量保证、质量监督与检验验收、技术服务、合同变

更与解除、违约责任和合同纠纷的处理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总金额约3.4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6.79%。合同的

履行将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

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

2、企业综合优势显著，业务持续突破

公司在信息化领域综合优势明显， 是业内鲜有的同时专精无线通信和北斗导航两大信

息化领域的装备研制专家。公司在无线通信领域用户覆盖最广、频段覆盖最宽、产品系列最

全，在北斗导航领域更是率先实现“芯片、模块、天线、终端、系统、运营” 的全产业链布局。面

向特殊机构用户市场，公司提供包括卫星通信、中长波通信、短波超短波通信、数字集群通信

等多种通信方式及北斗导航功能于一体的设备和服务，“通导一体化” 综合能力显著，竞争优

势突出。公司在特殊机构市场突破成效显著，关乎到未来主要订货方向的多个重大项目竞标

名列前茅,顺利入围，可预见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公司掌握北斗三号核心技术体制，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加快推进关键成果转化和行业应

用。在核心技术方面，保持领先优势，科研竞标比测屡获第一。行业应用方面，重点布局交通领

域，探索北斗在数字智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公司与中国交通部交通通信信息中心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北斗系统在道路运输领域应用的深度合作，拓展道路运输终端及服务市

场；自研的民用自动驾驶领域高精度卫惯组合导航设备取得首批订货，北斗车载智能终端取

得冷链运输车的批量上装机会；多个基于“北斗+5G”的智慧城市应用成功实施，实现在智慧

园区、智慧综治系统等项目的落地，为智慧园区方向积累实战经验和搭建良好的演示场景，助

力实现北斗应用规模化发展。

未来，公司将坚持高端高科技制造业、高端现代服务业的战略定位，借助在特殊机构用户

应用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利用公司一揽子系统解决方案优势，积极抢占新一轮市场先机，巩

固和提升市场份额。同时，公司将加大布局北斗导航、卫星互联网、智能无人系统、5G�等业务

领域，进一步提升行业应用和大众应用的市场竞争力，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

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风险提示

公司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市场、价格等方面基本不存在

不确定性和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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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证券代码：

002168）的股票交易价格在2021年4月15日、4月1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沟通、致函询问等方式向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目前正在研究股权激励计划方案的可行性，但相关计划尚在调研和探讨中，其实施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除此以外，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第4项中所述）外，公司目前不存在任何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快报》《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本次

业绩快报与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

度报告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截至目前，公司2020年度报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仍在编制中，实际经营情况

与已披露的业绩快报、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3、2021年2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与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签署《工业项目投资

合同》，双方就进一步推进公司在高端智能制造板块的发展，促进重庆市璧山区及重庆市的充

电桩产业发展，实现双方共赢互利达成合作意向。经初步测算，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金额约3亿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外投资高速智能充电桩

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2021年3月， 公司在重庆市璧山区注册成立一家全资子

公司一一重庆惠程未来智能电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负责公司在重庆市璧

山区建设充电桩项目的具体事宜。

为加快推进高速智能充电桩项目在重庆市璧山区的落地，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对外投资高速智能充电桩项目补充合同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就上述投资事项签订《工业项目补充合同》。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外投资高速智能充电桩项目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

相关风险提示：（1）由于重庆市璧山区充电桩生产基地的建设尚需一定的时间周期，同时

考虑到项目建成后的产线达产、市场开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短期内本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

绩构成实质的影响；（2）虽然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政策及市场发展需求，但由于市场本身存在

不确定因素， 若未来市场发展情况低于公司当前预测， 有可能存在投资后未达预期收益的风

险。因此，公司将时刻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跟踪市场需求，以国家政策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

通过及时改变研发、营销策略、提升服务品质等手段降低经营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4、公司经自查发现控股股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驰惠程” ）及其关

联方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未能在2021年3月2日前完成

占用资金归还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条的规定，上述事项触发了

“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情形，公司股票自2021年3月3日（星期三）开市起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截至2021年3月24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已归还全部非经营性占用资金，非经营性

占用资金余额为0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自2021年4月9日（星期五）起撤销对公司股

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可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7日、4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相关公告。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比例达到100%，控股股东中驰惠程被质押股份如发生违约处置，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的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3日、4月1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2021年3月，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重庆信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重庆信

发” ）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021）渝01民初127号】，重庆绿发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绿发” ）因与重庆信发借款合同纠纷，向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保全被申请人重庆信发名下价值人民币25,000万元的财产。根据

裁定结果，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被申请人重庆信发持有的中驰惠程100%的股权

（出资额25,000万元）。冻结期限为3年，自2021年3月5日至2024年3月4日。上述被冻结股权如发

生违约处置， 可能会影响公司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3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重庆信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控股股

东股权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2021年4月，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重庆信发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1）渝01民初127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重庆绿发与被告重庆信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重庆信发应在法定期限内支付重庆绿发借款本金5.41亿元及

相关利息， 原告重庆绿发有权对被告重庆信发出质的中驰惠程100%股权在法定债权范围内享

有优先受偿权。

上述事项尚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重庆信发未能

在2021年4月26日前履行上述判决涉及的给付金钱义务，且重庆绿发申请对重庆信发持有的中

驰惠程100%股权行使质权， 则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4月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重庆信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收到〈民事判

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6）。

7、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以2,

500万美元参与认购以色列Xjet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jet�公司” ）D轮融资的优先股。公司后

续有意再追加2,000万美元或更多投资，以满足Xjet公司在中国的产业化需求。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9年9月26日、2019年10月12日、2019年10月29日、2019年11月23日、2019年12月12日、

2019年12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因战略发展规划需要，目前公司进入3D打印行业的时机不成熟，继续推进3D打印项目不

符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需求。 公司高端智能制造板块将延续2020年下半年确定的高速智能

充电桩及电气智能化方向，在保持基础电气业务稳定增长的同时，在新领域扎实布局，培育新

的利润增长点。经谨慎考量，公司拟决定终止推进3D打印项目。公司后续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2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终止筹划重大事项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8、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驰惠程及实际控制人汪超涌先生出具的《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相关事项询证函的

回复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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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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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融捷股份，股票代

码：002192）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1年4月14日、15日和1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的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查询，除实际控制人吕向阳先生拟认购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并于2020年11月24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外，本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拟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且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的

详细信息请查阅2020年11月25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五）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于2020年11月24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实际控制人吕向阳先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建

设。前述更详细信息请查阅2020年11月25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0-048）、《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9）及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中，预计2021年1月1日至3月31日业绩较上年同

期扭亏为盈，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人民币160万元至220万元。上述

详情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33）。

（三）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