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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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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俞铮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志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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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672,548,312.86 31,826,113,029.86 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062,283,627.35 3,669,226,189.18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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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223,821.78 -3.77% 5,010,182,434.57 -2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1,887,072.94 -607.00% -609,083,148.37 -62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8,550,885.92 -759.07% -672,001,670.54 -72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88,757,993.12 86.49% -1,373,532,595.18 2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566.67% -0.70 -63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550.00% -0.69 -59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6% -8.76% -18.10% -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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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1,8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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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5,584.1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77,058.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923.34

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 40,910,988.27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20,612.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77,105.03

合计 62,918,52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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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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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4% 132,458,814 0

陈玉忠 境内自然人 15.10% 131,290,074 0 质押 130,000,0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汇沣8号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2% 17,522,900 0

张家港锦泰金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张家港市乐鑫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74% 15,109,890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汇沣12号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2% 13,216,299 0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北信瑞

丰基金绿色能源1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5% 12,567,893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易泓3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70% 6,110,000 0

于文德 境内自然人 0.47% 4,127,5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基

建工程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4,059,377 0

胡婕 境内自然人 0.39% 3,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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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2,458,814 人民币普通股 132,458,814

陈玉忠 131,290,074 人民币普通股 131,290,07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汇沣

8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52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22,900

张家港锦泰金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市乐鑫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09,890 人民币普通股 15,109,89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汇沣

12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216,299 人民币普通股 13,216,299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北信瑞丰基金绿色能源

1号资产管理计划

12,567,893 人民币普通股 12,567,893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易泓30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10,000

于文德 4,127,5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7,5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59,377 人民币普通股 4,059,377

胡婕 3,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玉忠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计 131,290,07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0%）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上海电气行使。其余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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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于文德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4,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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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月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341,147,454.75

2,552,524,

316.34

-47.46% 主要系回款延迟和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612,458,721.79

1,813,728,

420.01

44.04% 主要系本期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178,062,688.72 281,068,558.63 -36.65%

主要系处置子公司， 其投资性房地产不再并表所

致。

应付票据 1,501,316,669.36

1,068,452,

397.43

40.51% 主要系本期生产经营支付的票据增加。

合同负债 4,506,976,059.21

3,335,025,

869.41

35.14% 主要系本期工程业务预收款项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54,518,840.43 93,777,829.75 -41.86%

主要系本年工资水平降低以及去年年底绩效奖金

计提所致。

应交税费 174,810,524.86 310,757,991.90 -43.75% 主要系本期进项发票收回时间缩短所致。

其他应付款 884,869,165.24 327,678,037.91 170.04% 主要系应付款项暂未到支付日所致。

应付利息 106,888,627.87 24,669,458.51 333.28% 主要系应付关联方利息暂未支付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12,330,174.62 324,319,865.71 57.97% 主要系合同负债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6,037,509,027.55

4,629,826,

631.81

30.40% 主要系公司为降低财务风险，融资结构调整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173,226,135.32 73,216,952.55 136.59% 主要系子公司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7,030,647.28 -79,108,088.5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出售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77,356,908.84 -74,437,795.47 406.94%

主要系新冠疫情导致工程施工及生产制造的回款

受到影响，账龄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307,205.04 35,316,801.37 不适用 主要系信用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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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公司分别于2019年9月12日、2019年10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非公开发行股票，

上海电气将以不超过120,000.00万元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刊载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结合公司注销回购股份等实际情况，公司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进行了修订并公告，详见公司于

2019年10月24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2019年12月26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新增承诺事项的公告》，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 ）就不减持公司股份、认购资金来源、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等事项作出的承诺，详

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结合上述事项，公司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进行了二次修订，详见公

司于2019年12月31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

稿）》。

公司分别于2020年2月19日、2020年3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鉴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年2月14日修订并颁布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发

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修订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等内容进行

了调整，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三次修订稿）》。

2020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议案》，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2月14日公布并实施的《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了调

整。 综合考虑目前实际情况及监管政策的变化，公司拟先行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申请文件，公司将结合监管政策及公司实际情况与相关各方继续就非公开相关事宜进行商议，筹划

后将重新进行申报，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申请撤

回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公告》。

2、公司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事项

公司于2019年11月9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全资

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 ）公开挂牌方

式转让张家港澄杨机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杨机电” ）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

1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的公

告》。

2020年6月15日，澄杨机电100%股权在联交所公开挂牌，2020年7月13日挂牌公告期满后，经联交所审

核，由张家港保税区梵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梵创产业” ）以人民币17228.570152万元的价格成

功获得澄杨机电100%股权。2020年7月16日，公司与梵创产业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7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

的进展公告》。

3、关于终止《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于2019年6月13日与关联方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能源工程集团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签署了《投资意向协议》，天沃科技或天沃科技指定的其他主体有意对中氢科技进行参股投资，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签署〈投资意向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披露以上事项的相关进展，截至2019年7月30日，就公司参股投资中氢科技事项，

公司正在同交易对方中国能源协商交易方案，因交易对方中国能源为国资控股的公司，参股中氢科技事项还

需其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

的《关于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披露以上事项的相关进展，双方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后，公司对中氢科技开展了

尽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就标的公司估值、投资金额、投资方式等事宜进行了多次磋商，现因投资方案未能达

成合意，双方签署《协议》，决定自2020年6月24日起终止《投资意向协议》，双方就参股中氢科技事项不再进

行合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签署〈投

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4、关于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1）转让子公司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98%股权

公司于2020年9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98%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子公司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化机伊犁” ）98%股权通过

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机电” ）出售。

（2）转让子公司新疆和丰张化机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65%股权

公司于2020年9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65%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子公司新疆和丰张化机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和丰” ）65%股权通过

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太平洋机电出售。

（3）转让全资子公司天沃恩科（北京）核物理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天沃恩科（北京）核物理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恩

科” ）100%股权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太平洋机电出售。

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9月5日、2020年9月10日、2020年9月2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0年10月10日披露以上事项的相关进展，公司与太平洋机电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签署了《关

于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新疆和丰张化机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股权

转让协议》、《关于天沃恩科（北京）核物理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

10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

2019年09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19年10月0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年10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2019年12月3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2020年0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

2020年03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年04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申请撤回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并

重新申报的公告》

公司公开挂牌

转让全资子公

司100%股权事

项

2019年11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2020年07月1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

告》

关于终止《投资

意向协议》暨关

联交易事项

2019年06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年07月3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20年06月3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关于转让部分

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事项

2020年09月0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转让子公司6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

于转让子公司98%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0年09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0年10月1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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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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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并于2018年12月11日披露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由于项目实际执行过程

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公司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完毕，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的相关规则注销了募集资金专户。

2019年12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

延期的议案》，并于2019年12月26日披露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由于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到多

方面因素影响，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0年9月30日。

2020年9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并于2020年9月25日披露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司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实

施进度、实际建设情况及市场发展前景，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企业的利益，决定将募投项目延期至2021年12

月3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六、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

公司方名

称

合同订立对

方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

额

合同履

行的进

度

本期及累计确

认的销售收入

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中机国 能

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汕特丰盛天

然气热电有

限公司

汕特燃机电厂天然气热

电冷联产项目

237,

804.00

17% 35,939.11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3666万元， 占累计确认

收入比是10.20%。

张 化 机

（苏州）重

装有限公

司

恒 力 石 化

（大 连） 有

限公司

精馏塔、 氧化反应器、洗

涤塔、冷凝器等设备

17,078.00

已 发 货

已开票

15,698.26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2062.94万元， 占累计确

认 收 入 的 比 例 是

13.14%。

中机国 能

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东莞市粤湾

新能源有限

公司

东莞市中堂燃气热电联

产项目

184,

820.00

68% 112,669.73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31797万元，占累计确认

收入比是28.22%。

张 化 机

（苏州）重

装有限公

司

恒 力 石 化

（大 连） 化

工有限公司

150万吨/年乙烯装置5台

塔器

9,538.79

已 发 货

已开票

8,821.51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1993.66万元， 占累计确

认收入比是22.6%。

苏州天沃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航天长征化

学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气化炉壳 6,486.62

已 发 货

已开票

3,149.72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771.84万元，占累计确认

收入比是24.51%。

张 化 机

（苏州）重

装有限公

司

神华榆林能

源化工有限

公司

神华榆林循环经济煤炭

综合利用项目

12,950.00

已 发 货

已开票

11,175.96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6801.34万元， 占累计确

认收入比是60.86%。

张 化 机

（苏州）重

装有限公

司

中国石化工

程建设有限

公司

中化泉州100万吨/年乙

烯及炼油改扩

4,648.00

已 发 货

已开票

3,813.28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215.45万元，占累计确认

收入比是5.65%。

张 化 机

（苏州）重

装有限公

司

中国五环工

程有限公司

年产40万吨乙二醇及30

万吨DMMn循环经济示

范项目乙二醇装置现场

制造塔器

5,460.00

已 发 货

已开票

4,803.80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542.83万元，占累计确认

收入比是11.3%。

张 化 机

（苏州）重

装有限公

司

东方电气集

团东方锅炉

股份有限公

司

恒力石化海水淡化项目

的装备

2,640.00

已 发 货

已开票

2,351.28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65.7万元，占累计确认收

入比是2.79%。

苏州天沃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海

南炼油化工

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

有限公司第二套对二甲

苯装置原料配套工程板

式塔和海南炼化第二套

对二甲苯装置原料配套

工程填料塔

6,671.18

已 发 货

已开票

5,753.23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83.97万元， 占累计确认

收入比是1.46%。

中机国 能

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玉门鑫能光

热第一电力

有限公司

玉门鑫能光热第一电力

有限公司熔盐塔式5万千

瓦光热发电项目EPC总

承包项目

170,

317.00

66% 99,036.18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为0，占累计确认收入比

是0。

中机国 能

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哈密潞新国

能热电有限

公司

潞安哈密三道岭热电厂

2×350MW工程EPC总

承包项目

178,

650.00

10% 16,280.37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7486.96万元， 占累计确

认收入比是46%。

苏州天沃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技

术北京有限

公司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承接西亚地区大炼

化项目

12,004.70

已 发 货

已开票

10,598.90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16.9万元，占累计确认收

入比是0.16%。

苏州天沃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恒 力 石 化

（大 连） 炼

化有限公司

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

限公司2000万吨/年炼化

一体化项目

8,917.30

已 发 货

已开票

9,875.18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1115.9万元，占累计确认

收入比是11.3%。

苏州天沃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华电国际物

资有限公司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

二期(2*1000MW)级超超

临界机组工程（高压加热

器）

6,943.00

已 发 货

已开票

6,117.99

截至报告期末应收余额

691.33万元，占累计确认

收入比是11.3%。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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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4月

24日

"约调研"线上交

流平台

其他 其他

参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

说明会交流互动的广大

投资者

公司2019年度业绩

情况及公司经营情况

等内容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

cn）天沃科技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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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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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2日上午

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1715号浦发广场E座4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2020年10月

20日以电话或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由董事长司文培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部分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切实反映了本报告期公司真实

情况，所记载事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2020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载于2020年10月2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其中《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步刊载于2020年10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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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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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2日上午以

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在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1715号浦发广场E座4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0

日以电话或邮件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艳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

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苏州

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载于2020年10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其中《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步刊载于2020年10月24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11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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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司向上海电气提供反担保事项已获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本次公司向上海电气提供反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3、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沃科技” ）分别于2020年4月13日、2020年5月8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在接受公司控股股东暨关联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 、“甲方” 、

“质权人” ）为公司提供总额度为55.845亿元的担保额度的基础上，公司相应对控股股东上海电气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额度为55.845亿元，为确保担保事项的公平与对等，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具体使用上述担保额度

时，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拟向上海电气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子公司股权、信用保证担保、资产抵质押等

反担保措施，反担保期限：公司债不超过 5� 年（含）、中期票据不超过 5� 年（含）、其他反担保事项期限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对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0）。

二、反担保进展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 ）以其应收账款

总金额196,468,326.68元作为出质标的与上海电气就相关反担保事项签署了相应应收账款质押协议。

三、应收账款质押协议主要内容

债务人：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四支行

质权人（主债务担保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质人（反担保人）：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质押情况：中机电力为债务人，中机电力同意根据《应收账款质押协议》的约定，将其应收账款质押给甲

方，为甲方的原担保义务提供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

反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履行原担保义务而代债务人清偿或支付的《借款协议》项下不超过人民

币1.76亿元 (大写：人民币壹亿柒仟陆佰万元整)的贷款本金及其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

金、保证金、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质物保管

费等）、甲方实现反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

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反担保债务的履行方式：中机电力应通过应收账款质押的方式向甲方提供反担保。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海电气累计交易发生购销交易额为28,407.59万元（不含税），累计已发

生的借款总金额为287,029万元。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公司授权提供反担保额度为

558,45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反担保总余额为340,798.36万元，占公司授权提供反

担保额度的61.03%，逾期担保数量为0。

六、备查文件

1、《应收账款质押协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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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马正祥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张书锋

公司负责人于文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艳

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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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71,535,306.51 612,262,239.94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81,244,091.63 484,248,718.13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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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85,857.09 -13.09% 115,442,782.86 -2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957,737.37 -31.72% 9,795,373.50 -2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004,736.01 -39.15% 4,096,969.73 -49.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345,260.32 194.55% 13,873,409.51 13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44 -31.66% 0.0765 -22.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44 -31.66% 0.0765 -22.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0.75% 2.02%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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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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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4,454.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0,916.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05,600.66

合计 5,698,403.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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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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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文彪 境内自然人 12.47% 15,966,232 11,974,674 质押 4,478,000

武保福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6 0

杨建国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5,987,336 质押 2,400,000

李小拴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0

刘俊忠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5,987,336 质押 1,160,000

金双寿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5,987,336 质押 2,320,000

刘清洋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0

关付安 境内自然人 6.24% 7,983,115 5,987,336

宁波恒晖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1% 6,673,703 0

宁波君润恒旭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6,39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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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保福 7,983,116 人民币普通股 7,983,116

李小拴 7,983,115 人民币普通股 7,983,115

刘清洋 7,983,115 人民币普通股 7,983,115

宁波恒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673,703 人民币普通股 6,673,703

宁波君润恒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397,576 人民币普通股 6,397,576

于文彪 3,991,558 人民币普通股 3,991,558

栗新宏 3,522,182 人民币普通股 3,522,182

北京中潞福银投资有限公司－中

潞壹号证券投资基金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杨建国 1,995,779 人民币普通股 1,995,779

刘俊忠 1,995,779 人民币普通股 1,995,7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文彪、金双寿、刘俊忠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三方于2020年

3月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 股东杨建国与股东刘清洋为舅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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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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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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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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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647.43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61.5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37.08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一、 2017年3月3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批文（【2017】314号），2017年3月23日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000万股，总股本由6,000万股增加至8,000万股，发行价格10.26元/股，此次公司共募集资金人

民币 205,200,000.00�元，扣除与发行相关费用人民币28,725,711.36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76,474,288.64元。 截至

2017年3月16日止， 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出具 “信会师报字

[2017]第ZE1009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 2020年1-9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截至 2020年9月30日，本报告期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661.53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9,337.08万元(包含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1,440.17万元)。

2、截至 2020年9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6,000.00�万元，未到期暂未归还于募集资金专户。

3、截至 2020年9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到期暂未归还于募集资金专

户。

4、截至 2020年9月30日，本报告期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55.06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108.48万元。

5、截止2020年9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418.83万元，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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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18,000 6,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1,400 3,350 0

合计 29,400 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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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于文彪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857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66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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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4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6,

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且上述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4月22

日公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3）。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0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30天)

金额：5,000万元

起始日：2020年10月23日

到期日：2020年11月23日

产品类型：保本

预期年化收益率：1.40%或2.90%或3.20%

资金来源：募集资金

公司与上述受托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

营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正

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公司的投资产品均经过严格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短期投资的收益不可预测。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

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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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

可能的风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交易对手 产品名称

资金

来源

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赎

回

投资收益（元）

1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

JG1002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90天）

募集

资金

6,000.00

2019年8

月6日

2019年11

月4日

是 571,083.33

2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

JG1001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30天）

募集

资金

6,000.00

2019年11

月5日

2019年12

月5日

是 177,500.00

3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

JG1002期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款

（90天）

募集

资金

6,000.00

2019年12

月6日

2020年3月

5日

是 557,333.33

4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固定持有期

JG6004期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90天)

募集

资金

6,000.00

2020年4

月24日

2020年7月

23日

是 541,416.67

5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利多多公司稳

利固定持有期

JG6004期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90天)

募集

资金

6,000.00

2020年7

月24日

2020年10

月22日

是 462,000.00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银行签署的相关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857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65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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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

受影响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决

议有效期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

现将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现金管理基本情况

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0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30天)

产品代码：1201209003

金 额：1,500万元

起 始 日：2020年10月23日

到 期 日：2020年11月23日

产品类型：保本

预期年化收益率：1.40%或2.90%或3.20%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正常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股东获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仅限于安全性高、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投入， 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3、人为操作失误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

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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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

能的风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告前12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万

元）

起息日期 结息日期 年收益率

是否已到

期

取得收益（元）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个月（黄金挂

钩看跌）

1,850

2019年9月27

日

2019年 11月 1

日

3.35% 是 59,428.0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JG1001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30天）

1,000

2019年9月30

日

2019年10月30

日

3.70% 是 30,833.3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JG1001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30天）

1,000

2019年11月5

日

2019年 12月 5

日

3.55% 是 29,583.33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个月（黄金挂

钩看涨）

1,850

2019年11月8

日

2019年12月13

日

3.35% 是 59,428.0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JG1002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90天）

1,000

2019年12月6

日

2020年3月5日 3.8% 是 92,888.89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63天 （黄金挂

钩看跌）

1,800

2019 年 12 月

20日

2020年 2月 21

日

3.55% 是 110,293.15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35天 （黄金挂

钩看涨）

1,850

2020年2月28

日

2020年4月3日 3.50% 是 62,089.0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 司 稳 利 固 定 持 有 期

JG600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30天)

1,000 2020年3月6日 2020年4月6日 3.75% 是 32,291.6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 司 稳 利 固 定 持 有 期

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90天)

1,500

2020年4月24

日

2020年 7月 23

日

3.65% 是 135,354.17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 63�天（黄金挂

钩看涨）

1,850 2020年5月6日 2020年7月8日 3.22% 是 102,819.45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 63�天（汇率挂

钩看跌）

1,850

2020年7月13

日

2020年 9月 14

日

2.90% 是 92,601.3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 司 稳 利 固 定 持 有 期

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90天)

1,500

2020年7月24

日

2020年10月22

日

3.15% 是 115,500.00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 63�天（黄金挂

钩看涨）

1,850

2020年9月21

日

2020年11月23

日

1.35% -2.

75%

否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银行签署的相关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857

证券简称：三晖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64

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10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