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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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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能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温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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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99,714,114.77 588,423,239.91 -1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099,652.11 9,686,615.78 3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053,591.21 8,086,023.92 6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269,415.69 -35,146,032.96 -17.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9% 0.7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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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2,612,192.77 4,254,578,051.21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2,736,486.12 1,458,994,296.96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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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993.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28.39

合计 46,06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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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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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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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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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054名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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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59% 84,465,500 84,465,500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6% 56,500,000 56,500,00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2% 10,547,394

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2.43% 6,700,000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2.37% 6,538,000

张晓天 境内自然人 0.85% 2,347,568

吴金芬 境内自然人 0.74% 2,051,20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红炎神州牧基金

其他 0.54% 1,482,746

吴敏霞 境内自然人 0.47% 1,286,800

黄佩玲 境内自然人 0.41% 1,126,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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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547,394 人民币普通股 10,547,394

洪泽君 6,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00,000

吴海燕 6,5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8,000

张晓天 2,347,568 人民币普通股 2,347,568

吴金芬 2,05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1,20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红炎神州牧基金

1,482,746 人民币普通股 1,482,746

吴敏霞 1,2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6,800

黄佩玲 1,126,845 人民币普通股 1,126,845

胡祖平 939,190 人民币普通股 939,190

安调过 811,674 人民币普通股 811,6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情况：洪泽

君持有6,700,000股；吴海燕持有6,538,000股；张晓天持有2,297,068股；北京神

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炎神州牧基金持有1,482,74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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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应收款项融资 206,821,779.27

338,024,

900.34

-131,203,

121.07

-38.81% 注释1

其他流动资产 2,722,666.98 5,536,017.92 -2,813,350.94 -50.82% 注释2

报表项目 本年累计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税金及附加 4,851,580.00 8,570,230.44 -3,718,650.44 -43.39% 注释3

财务费用 -4,812,154.49 -1,963,250.79 -2,848,903.70 -145.11% 注释4

其他收益 3,399,720.29 6,352,962.84 -2,953,242.55 -46.49% 注释5

信用减值损失 643,109.94 -1,937,200.54 2,580,310.48 -133.20% 注释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04,316.70

-11,370,

156.84

8,465,840.14 74.46% 注释7

注释1：主要是报告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注释2：主要是报告期留抵税减少所致；

注释3：主要是报告期收入降低，应交税费减少所致；

注释4：主要是报告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注释5：主要是报告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注释6：主要是报告期应收账款减少所致；

注释7：主要是报告期在建工程投资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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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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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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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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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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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徐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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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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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2020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下

称“会议” ）。 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6日以电子邮件或送达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

人，共收回有效表决票8票。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地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在经营范围中增加：发电设备租赁与服务，润滑油、冷却液、尾气处理液的销

售。 上述变更尚需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后生效，最终结果以工商管理部门批准的登记变更内容为准。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并同意将该特别决议案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公司经营范围增加的相关手续。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并同意将该特别决议案提交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已被本议案修改，原议案不再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修订条文对照表》。

4．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条文对照

表》。

5．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修订情况为：原第十九条“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若干人。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

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修改为“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股东大会是公司

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

6．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制度修订条文对照表》。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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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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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期收到公司副董事长马玉先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马玉先先

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马玉先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在此，公司对马玉先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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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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华志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郝波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建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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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0,154,080.56 32,168,752.03 8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239,300.21 -16,504,309.81 47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818,836.77 -18,544,500.21 52.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805,444.49 -27,020,726.76 650.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9 -0.0102 471.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9 -0.0102 471.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1.58% 增加了6.4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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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8,630,141.27 6,905,563,840.68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3,365,593.53 1,222,126,293.32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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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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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8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729,478.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19,077.62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69,442,681.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04.00

合计 70,058,136.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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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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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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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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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

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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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达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92% 338,312,340 0

源润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1% 35,706,486 0

质押 35,706,486

冻结 35,706,486

天津泰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1% 32,460,442 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4% 21,728,800 0

南方基金-农业

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34% 21,728,800 0

中欧基金-农业

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34% 21,728,800 0

博时基金-农业

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34% 21,728,800 0

大成基金-农业

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34% 21,728,800 0

嘉实基金-农业

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34% 21,728,800 0

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34% 21,7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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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38,312,340 人民币普通股 338,312,340

源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706,486 人民币普通股 35,706,486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2,460,442 人民币普通股 32,460,442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7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7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8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7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8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7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8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7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8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7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8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1,7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公司股东中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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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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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较期初增幅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2,330,000.00 1,604,025.65 45.26% 主要系贸易业务结算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3,085,542.48 9,319,748.43 40.41% 主要系贸易业务预付货款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0,007,878.49 106,563,789.10 -53.07%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深圳津鹏公司股权所致

应付票据 27,500,000.00 1,000,000.00 265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使用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所致

预收款项 -

3,335,706,

795.92

-

主要系我公司2020年执行新收入准则， 按照新准

则将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所致

合同负债

3,318,272,

112.21

- -

主要系我公司2020年执行新收入准则， 按照新准

则将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所致

其他应付款 318,578,035.80 175,663,096.91 81.36% 主要系与津滨造纸往来款增加所致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60,154,080.56 32,168,752.03 87.00%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境界梅江H4结转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 38,071,871.99 27,621,991.39 37.83%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境界梅江H4结转相应成本所

致

税金及附加 7,945,035.44 1,210,084.22 556.57%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土地增值税所致

销售费用 4,022,701.79 11,671,200.01 -65.53%

主要系上年同期下属津汇公司发生销售代理费及

创辉公司支付公建改造维修费所致

管理费用 17,121,473.29 11,737,488.69 45.87%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上年度绩效所致

财务费用 -3,826,285.06 2,188,993.52 -274.80%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应收滨堡公司第一季度借款

利息所致

其他收益 162,343.04 - -

主要系报告期下属物业公司增值税及附税加计抵

减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9,442,681.48 2,087,276.31 3226.95%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深圳津鹏100%股权所致

营业外收入 4,609.85 345,328.21 -98.67%

主要系上年同期下属创辉公司依据法院判决将无

需支付的款项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21,677.62 419,017.34 883.65% 主要系报告期内缴纳税金滞纳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68,098.44 -895,129.26 -308.70%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企业所得税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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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5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通讯

会议，于2019年5月24日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

通过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议案。 同意本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深圳津鹏100%股权。 挂牌价格以评

估价格为基础，挂牌底价为13453.10万元。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

授权人士具体办理上述挂牌及股权转让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

调整挂牌价格、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等，并报国资

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2019年6月27日，公司收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通知，公司公开挂

牌转让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自2019年5月29

日至2019年6月26日挂牌公示期间，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披露了《关于拟再次公开挂牌转让深圳

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编号：2019-62） 根据

股东大会授权，按照国有资产交易监管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征求国资

授权机构的意见后，将深圳津鹏转让底价调整为12121.24万元，下调

幅度为9.90%。 同时，本次挂牌交易采用分两期付款方式进行。 受让

方在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付齐首期转让款 （首期款金额为最终

成交价款-尾款4616万元）；受让方应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次

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尾款人民币4616万元。 在《产权交易合同》

生效后次日起5个工作日提供转让方认可的对于4616万元款项的合

法有效担保，并按市场贷款报价利率支付自《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次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付款期间的利息。

2020年1月15日，公司收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受让资格确认意

见函》， 主要内容如下：“公司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的

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 截止挂牌公告期满，征

得1个意向受让方，意向受让方名称：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由

于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粤华” ）成为唯一意向

受让方， 预计本次交易将按标的资产挂牌底价 （12121.24万元）成

交。深圳粤华已向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为本次交易缴付保证金3636.37

万元。2020年1月16日，公司与深圳粤华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深

圳粤华以人民币12121.24万元受让公司所持有的深圳津鹏100%的

股权。 深圳粤华已就本次交易支付首期付款人民币7505.24万元（含

已缴付的保证金）。公司已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变更

（备案）通知书》，深圳津鹏100%股权转让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深圳粤华已结清全部股权转让款。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2019年5月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

事会2019年第三次通讯会议， 于2019

年5月24日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关于拟公开挂牌

转让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

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公开挂牌转让

深圳津鹏100%股权。 挂牌价格以评估

价格为基础， 挂牌底价为13453.10万

元。授权公司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士

具体办理上述挂牌及股权转让事宜，包

括但不限于确定及调整挂牌价格、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 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等，

并报国资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天津产权

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

2019年05月09日 2019-30

2019年05月25日 2019-33

2019年6月27日，公司收到天津产权交

易中心通知，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深圳津

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

自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6月26日挂

牌公示期间，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2019年06月28日 2019-34

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披露了 《关于

拟再次公开挂牌转让深圳津滨津鹏投

资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编号：

2019-62）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国

有资产交易监管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征

求国资授权机构的意见后，将深圳津鹏

转让底价调整为12121.24万元，下调幅

度为9.90%。 同时，本次挂牌交易采用

分两期付款方式进行。受让方在合同生

效后5个工作日内付齐首期转让款（首

期款金额为最终成交价款-尾款4616

万元）；受让方应于《产权交易合同》

生效后次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尾款

人民币4616万元。 在《产权交易合同》

生效后次日起5个工作日提供转让方认

可的对于4616万元款项的合法有效担

保，并按市场贷款报价利率支付自《产

权交易合同》 生效后次日起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的付款期间的利息。

2019年12月14日 2019-62

2020年1月15日，公司收到天津产权交

易中心《受让资格确认意见函》，主要

内容如下：“公司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公开挂牌转让的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

限公司100%股权项目， 截止挂牌公告

期满，征得1个意向受让方，意向受让方

名称：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 由

于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深圳粤华” ） 成为唯一意向受让

方，预计本次交易将按标的资产挂牌底

价（12121.24万元）成交。 深圳粤华已

向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为本次交易缴付

保证金3636.37万元。

2020年01月16日 2020-01

2020年1月16日，公司与深圳粤华签署

了《产权交易合同》。 深圳粤华以人民

币12121.24万元受让公司所持有的深

圳津鹏100%的股权。 深圳粤华已就本

次交易支付首期付款人民币7505.24万

元（含已缴付的保证金）。 公司已收到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变更

（备案）通知书》，深圳津鹏100%股权

转让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深圳粤华

已结清全部股权转让款。

2020年01月17日 2020-02

2020年01月23日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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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天津泰达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 关联交

易、 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关于同业竞

争、 关联交

易、 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本公司

及其持有权

益达51%以

上的子公司

（ 附 属 公

司） 今后不

会直接或间

接的以任何

方式 （包括

但不限于自

营合资或联

营） 参与或

进行与股份

公司拟定业

务存在直接

或间接竞争

的任何业务

活动。 凡本

公司及附属

公司有任何

商业机会可

从事、 参与

或入股任何

可能与股份

公司生产经

营构成竞争

的业 务，本

公司会将上

述商业机会

给予股份公

司。

1998年07月

31日

长期有效

持续承诺 、

履行正常

天津泰达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 关联交

易、 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关于同业竞

争、 关联交

易、 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泰达建设

承诺在同一

项目上与津

滨发展建立

协商机制 ，

避免与公司

形成竞争 ，

在公司从事

主营业务的

地区内 （或

构成销售竞

争或产品竞

争的同一区

域内），承诺

不利用对公

司的股东地

位， 导致对

公司业务不

利的投资决

策， 该项承

诺将持续有

效， 直至泰

达建设不处

于津滨发展

的控股地位

为止。

2007年07月

31日

长期有效

持续承诺 、

履行正常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无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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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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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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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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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

*ST

津滨 证券代码：

000897

编号：

2020-25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

2020

年第三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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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0

年4月21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

三次通讯会议的通知，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 会议

应到董事11名，11名董事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联签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0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同意报送交易所进行公告。 详情见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简称：

*ST

津滨 证券代码：

000897

编号：

2020-26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

2020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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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0

年4月21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20年第

二次通讯会议的通知，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 会议

应到监事5名，5�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报送交易所进行公告。 详情见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2020-022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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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樊大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贾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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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963,234,569.89 8,510,309,798.96 -1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4,087,653.56 594,472,441.69 -1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26,297,997.02 596,071,804.61 -1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43,899,583.77 1,428,426,912.88 22.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95 0.1886 -1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95 0.1886 -1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 2.91%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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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49,149,171.08 65,113,270,693.46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154,345,101.67 20,452,977,782.0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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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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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0,509.86

主要是子公司递延收益摊销

转入“其他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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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1,932.10

主要是报告期网下申购新股

收益及开展国债逆回购业务

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52,391.04

营业外支出主要是：临汾西山

能源公益性捐赠2万元， 非公

益性捐赠支出5万元； 义城煤

业环保罚款支出2万元； 母公

司、临汾西山能源安监局罚款

54万元；西山热电双细则考核

罚款4万元； 晋兴能源社保局

罚款11万元； 临汾西山能源、

义城煤业村民补偿款22万元；

其他支出15万元。 营业外收入

主要是：母公司、晋兴能源等

罚款收入10万元；西山热电双

细则考核奖励收入70万元；母

公司、晋兴能源、兴能发电、武

乡西山发电保险手续费返还

202万元；临汾西山能源、武乡

西山发电处置长期无法核销

的应付款项转收入140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47,472.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7,704.08

合计 7,789,65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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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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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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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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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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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4.40%

1,714,215,

108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2% 54,123,988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1% 50,579,465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7% 43,174,500

上海宝钢国际

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5% 42,658,306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七组合

其他 1.06% 33,349,714

#潘秀琴 境内自然人 0.50% 15,700,787

太原市杰森实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9% 15,355,6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5% 14,309,700

太原西山劳动

服务中心

国有法人 0.36% 11,26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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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14,215,108 人民币普通股

1,714,215,

10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123,988 人民币普通股 54,123,98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0,579,465 人民币普通股 50,579,46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3,174,500 人民币普通股 43,174,500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42,658,306 人民币普通股 42,658,30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33,349,714 人民币普通股 33,349,714

#潘秀琴 15,700,787 人民币普通股 15,700,787

太原市杰森实业有限公司 15,35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55,6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4,30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09,700

太原西山劳动服务中心 11,26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6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太原市杰森实业有限公司和太原西山劳动服务中心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 未知其余

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无持有公司 5%

股份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证券账户名称前标注“#”的持有人为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又通过XX证券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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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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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资产状况及增减因素

（1）货币资金913279万元，比年初697463万元，增加215816万元，增幅30.94%。 主要是报告期贷款增加

及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所致。

(2)� � 应收款项融资57925万元，比年初132207万元，减少74282万元，减幅56.19%。 主要是报告期银行

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所致。

（3）应收账款220992万元，比年初166675万元，增加54317万元，增幅32.59%。 主要是报告期应收电力款

未结算所致。

（4）预付账款47560万元，比年初33348万元，增加14212万元，增幅42.62%。 主要是公司报告期预付运费

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投资收益121万元，比上年同期5万元，增加116万元，增幅232%。 主要是报告期母公司国债逆回购业务收

益同比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4806万元，比上年同期-89558万元，增加134364万元,增幅150.03%。 主

要是报告期贷款增加所致。

（四）其他重要事项

本报告期，为适应市场需求、提升子公司专业化管理能力、加强内部煤炭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煤炭销售业务由母公司统购统销模式变更为母公司代理销售。 本次子公司销售业务模式的变化不会对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由于销售模式变更，本报告期母公司的营业收入较同期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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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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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91

6

浙商银

行

448,

552.00

公允价

值计量

313,

986.40

313,

986.4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165

8

邮储银

行

1,

094,

582.50

公允价

值计量

766,

210.50

766,

210.5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310

9

神驰机

电

6,

671.94

公允价

值计量

9,

608.61

-2,

936.67

2,

936.67

10,

812.05

4,

140.11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355

1

奥普家

居

6,

844.50

公允价

值计量

6,

844.50

10,

523.53

3,

679.03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329

0

斯达半

导

4,

267.90

公允价

值计量

4,

267.90

49,

907.04

45,

639.1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319

5

公牛集

团

35,

313.30

公允价

值计量

35,

313.30

88,

227.45

52,

914.1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60389

3

瑞芯微

4,

036.56

公允价

值计量

4,

036.56

29,

089.16

25,

052.6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 507.07 -- --

合计

1,

600,

268.70

--

1,

089,

805.51

-2,

936.67

2,

936.67

50,

462.26

188,

559.23

131,

932.10

1,

080,

196.9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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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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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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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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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