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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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陈烁 董事 工作原因 胡德兆

1.3� �公司负责人胡德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卫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王卫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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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841,193,418.43 6,803,983,622.36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88,106,340.93 2,563,334,198.12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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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436,174.68 -96,031,675.31 -1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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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656,931.29 496,113,527.88 -3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119,221.55 23,393,359.39 -44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2,711,115.71 20,604,027.47 -45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1 1.00 减少40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95 0.0528 -439.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95 0.0528 -4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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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8.85 主要是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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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835.81 主要是政府补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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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713.08 主要是收购新公司产生的负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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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1,938.40

主要是订单所用铜材套期保值的市价波动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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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066.85 主要是扶贫及助学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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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39.16

所得税影响额 -33,761.48

合计 -8,408,10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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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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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明森 72,003,672 15.93 0 质押 26,600,000 境内自然人

胡明高 72,003,672 15.93 0 质押 26,600,000 境内自然人

胡明聪 72,003,672 15.93 0 质押 37,694,000 境内自然人

胡明光 43,202,203 9.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33,640,648 7.44 33,640,648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31,544,685 6.98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胡合意 28,801,469 6.37 0 质押 15,300,000 境内自然人

朱满棠 2,093,600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凤珍 1,505,702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俊强 1,391,836 0.31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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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明森 72,003,672 人民币普通股 72,003,672

胡明高 72,003,672 人民币普通股 72,003,672

胡明聪 72,003,672 人民币普通股 72,003,672

胡明光 43,202,203 人民币普通股 43,202,203

深圳市平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31,544,685 人民币普通股 31,544,685

胡合意 28,801,469 人民币普通股 28,801,469

朱满棠 2,09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3,600

张凤珍 1,505,702 人民币普通股 1,505,702

陈俊强 1,391,836 人民币普通股 1,391,836

陈健 1,380,01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胡明森、胡明高、胡明聪、胡合意、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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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元） 上年期末余额（元）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124,376,953.08 195,757,391.53 -36.46% 主要是因为汇票结算方式减少

预付款项 122,472,843.81 63,307,770.54 93.46% 主要是因为采购预付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84,352,042.36 53,397,785.82 57.97% 主要是因为投标保证金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18,995,076.66 - 100.00%

主要是新并购的企业有投资性房地产业

务

在建工程 118,764,208.83 169,683,346.36 -30.01% 主要是部分在建工程峻工转为固定资产

短期借款 714,129,448.82 498,129,448.82 43.36% 主要是因为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8,646,492.51 52,265,169.83 -45.19% 主要是上年末预提了年终奖

应交税费 6,387,058.45 35,843,350.23 -82.18%

主要是收入减少导致增值税与所得税减

少

应付利息 6,970,959.63 3,068,586.82 127.17% 主要是银行借款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313,656,931.29 496,113,527.88 -36.78% 主要受国内外影响，收入减少

财务费用 15,112,893.39 7,727,891.07 95.56% 主要是可转债利息计提额增加

其他收益 2,046,660.90 3,254,144.43 -37.11% 主要是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1,008,296.34 3,492,877.73 -71.13% 主要是合营公司的净利润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812,300.00 - -100.00%

主要是订单所用铜材套期保值的市价波

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180,652.37 5,647,031.08 -191.74%

主要受国内外影响， 应收帐款回收速度

减慢

营业外收入 796,285.69 28,986.16 2647.12% 主要是政府稳岗补贴等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404,626.29 91,749.85 341.01% 主要是捐赠金额增加

所得税费用 739,766.83 4,053,084.71 -81.75% 主要是利润减少导致所得税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1,436,174.68 -96,031,675.31 -172.24% 主要是应收帐款回收速度减慢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1,539,805.43 -37,258,807.94 -494.60% 主要是银行理财金额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7,341,723.17 -21,668,172.57 964.59% 主要是银行贷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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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国内外相关情况影响，公司短期业绩与同期相比产生较大波

动。尽管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复工复产，但由于上下游企业复工推迟、

原材料供应延期、货运物流受阻、产品交付日期推后、货款回收手续的延办等

客观原因的影响，导致营业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而公司贷款利息、员

工薪酬及资产折旧等固定费用仍需支出与核算。同时，公司因执行股权激励计

划增加了成本费用、发行可转债增加了财务费用，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减少，出现亏损情况。

目前，公司认真贯彻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防控部署要求，在高度重视员工健

康的前提下，有序复工复产，强化内生力，全员坚持达成年度目标不动摇。

截止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中标待交货的合同金额为99.77亿元，在手订

单十分充足。随着国内外情况的有效控制及上下游企业的全面复工复产，公司

将保持与上下游企业的密切沟通与高度协同， 力争将延迟的工期有序追赶回

来，尽快消除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的不利影响因素。 同时，伴随着公司的数字

化转型升级，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绿色智能数字化工厂也已投产运营，生产效

率将得到很大提升，从而达到缩短生产周期、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经营效益的

目标。公司也将紧抓国家投资“新基建” 的发展机遇，加大在轨道交通、电网行

业、5G基建领域的市场开拓力度，争取获得更多项目订单。

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德兆

日期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861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临

2020-023

转债代码：

113549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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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按照规定

提前以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9名，实际参加会

议表决的董事共8名。非独立董事陈烁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胡德兆先生代为表

决。公司监事、高管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德兆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具体报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白云电器：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861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转债代码：

113549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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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按照规定

提前以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5名，实到监事5

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曾彬华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5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具体报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白云电器：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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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杨泽元、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卜荣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卜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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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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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5,044,114.31 16,979,848,771.81 1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20,080,668.71 3,818,583,791.30 7.9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5,325,302.82 670,653,202.95 -234.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440,203,008.61 7,038,548,408.48 -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80,746.55 41,170,409.94 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59,808.43 38,891,379.54 0.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1.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34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34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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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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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9,6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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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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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7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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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355.36

所得税影响额 -2,175,081.10

合计 4,620,9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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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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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437,406,433 31.90 119,402,985 无 0 国有法人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14,772,805 8.37 0 无 0 其他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54,000,000 3.94 0 无 0 国家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4,000,000 3.94 0 无 0 国家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46,129,998 3.36 0 无 0 其他

万忠波 19,592,574 1.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无锡金投领航产业升级并购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14,925,373 1.09 14,925,373 无 0 其他

深圳市星创融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4,925,373 1.09 14,925,373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074,113 0.66 0 无 0 其他

王炬 4,744,356 0.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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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318,003,448 人民币普通股 318,003,448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772,805 人民币普通股 114,772,805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5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0

中航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0

深圳潇湘君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6,129,998 人民币普通股 46,129,998

万忠波 19,592,574 人民币普通股 19,592,57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074,113 人民币普通股 9,074,113

王炬 4,744,356 人民币普通股 4,744,356

李明斌 4,44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5,500

何兰芬 3,559,917 人民币普通股 3,559,9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上述宝胜集团、中航机载及中航新兴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外，

本公司未知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相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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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衍生金融资产 16,948,900.00 -100.00% 主要系期货套保持仓浮亏变动所致。

应收票据 1,700,114,919.45 1,033,649,524.40 64.48% 主要系本期回款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64,464,599.76 453,224,644.86 -63.71%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融资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158,219,962.05 58,412,191.74 170.87% 主要系原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40,657,682.47 460,339,185.42 104.34%

主要系期货套保保证金及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0,234,970.36 99,146,346.72 61.61%

主要系本期套保期货期末持仓浮亏，导致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增加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相

应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269,232,757.61 不适用 主要系期货套保持仓浮亏变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599,191.09 29,423,385.81 -36.79%

主要系本期未缴纳期限的职工社保、公积金以

及应付职工薪酬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24,922,384.71 53,865,721.89 -53.73%

主要系本期末应交增值税和应交所得税比上

期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1,193,962,951.41 633,162,951.41 88.57% 主要系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404,000,000.00 744,000,000.00 -45.70% 主要系偿还集团拆借款。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利息收入 8,347,984.38 4,941,457.59 68.94% 主要系本期货币资金较上年同期上涨。

其他收益 7,989,635.95 2,845,526.36 180.78%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958,893.84 570,262.97 68.15%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4,155.21 7,704.24 732.73% 主要系本期滞纳金、罚款支出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05,325,302.82 670,653,202.95 -234.99% 主要系原材料采购、应收票据回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55,214,673.61 436,332,956.65 233.51% 主要系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59,828,465.16 -141,606,083.64 不适用

主要系在建项目投入增加及支付子公司常州金

源投资款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632,818.81 -1,991,263.5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汇率调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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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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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泽元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 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6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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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

25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2020年4月29日上午 9:30，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宝胜会议

中心1号接待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董事蔡临宁先

生、独立董事路国平先生、独立董事闻道才先生和独立董事杨志勇先

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泽元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0年一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宝胜科技创

新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973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7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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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

25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七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等资料。 2020年4月29日下午13

时，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宝应县苏中路1号宝胜会议中心会议

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

莉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

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二O年四月三十日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973

公司简称：宝胜股份

公司代码：

603861

公司简称：白云电器

转债代码：

113549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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