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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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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叶远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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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5,724,740.44 6,963,238,646.12 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17,253,060.96 3,732,228,823.05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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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181,249.77 28.95% 4,525,179,655.30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6,506,784.88 26.35% 430,833,839.59 -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0,786,604.37 105.71% 326,382,784.97 -1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8,990,661.62 75.68% 1,020,282,588.93 12.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25.00% 0.58 -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25.00% 0.58 -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1% 0.65% 10.91%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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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9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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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8,1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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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87,422.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86,998.48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33,146.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1,605.14

合计 104,451,05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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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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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硕德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6% 220,545,000 0

卢础其 境内自然人 16.70% 124,198,776 0

卢楚隆 境内自然人 9.19% 68,318,250 51,238,687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9% 63,882,000 0

叶远璋 境内自然人 5.51% 40,990,950 30,743,212

卢楚鹏 境内自然人 5.51% 40,990,950 30,743,212

李翠媚 境内自然人 1.55% 11,508,088 0

陈锦恩 境内自然人 0.93% 6,942,514 0

曾旼 境内自然人 0.70% 5,169,935 0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0% 3,7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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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硕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20,5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545,000

卢础其 124,198,776 人民币普通股 124,198,776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63,8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882,000

卢楚隆 17,079,563 人民币普通股 17,079,563

李翠媚 11,508,088 人民币普通股 11,508,088

叶远璋 10,247,738 人民币普通股 10,247,738

卢楚鹏 10,247,738 人民币普通股 10,247,738

陈锦恩 6,942,514 人民币普通股 6,942,514

曾旼 5,169,935 人民币普通股 5,169,935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3,7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1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硕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硕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股东卢础其、卢楚隆和卢楚鹏三人为兄弟关

系，同时为一致行动人，三人为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对于其他股东，

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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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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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长71.62%，主要系本期公司出口销售额增长，回款速度加快影响所致；

2、应收票据较期初增长111.42%，主要系本期新业务销售额增长，结算方式改变影响所致；

3、预付款项较期初增长68.78%，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影响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下降58.64%，主要系本期待抵扣税金减少影响所致；

5、在建工程较期初下降84.77%，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厂房建设完工转入固定资产影响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39.67%，主要系本期预付购买设备款影响所致；

7、短期借款较期初下降34.22%，主要系本期偿还商业银行贷款影响所致

8、预收款项较期初下降100.00%，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因销售商品而收到的预收款从本科目调至合同负债科目影响所致；

9、合同负债较期初增长100.00%，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因销售商品而收到的预收款从预收款项科目调至本科目影响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下降51.37%，主要系上年度计提的奖励性薪酬在本年度发放影响所致；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长80.00%，主要系本期商业银行贷款影响所致；

12、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增长120.73%，主要系本期计提市场费用增加影响所致；

13、长期借款较期初下降37.97%，主要系本期偿还商业银行贷款影响所致；

14、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增长68.99%，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二）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1、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0.33%，主要系本期受疫情影响，加强费用管控影响所致；

2、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47.87%，主要系本期受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3、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57.61%，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专项补贴比上期减少影响所致；

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43.55%，主要系本期取得的对外投资收益比上期减少影响所致；

5、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133.97%，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影响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104.34%，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影响所致；

7、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67.27%，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影响所致；

8、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9.32%，主要系本期其他收入比上期减少影响所致；

9、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101.97%，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影响所致。

（三）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85.84%，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及投资支付的现金

减少共同影响所致；

2、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下降171.62%，主要系本期受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长414.66%，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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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到了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2019）粤06民初197号），UNICAL� AG� S.P.A因特许经营

合同纠纷于2020年1月2日起诉公司，案件涉诉金额合计为10,125,421.57欧元，折合人民币为79,662,766.74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UNICAL�AG�S.P.A特许经营合同纠纷

2020年02月0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年06月1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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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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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600 380 0

合计 60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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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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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09日 公司六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日常经

营情况等对外已

披露的内容。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叶远璋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36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四届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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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和电气” ）董事会四届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

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于2020年10月16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

长叶远璋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

号：2020-038）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会议以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叶远璋先生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广东

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修改经营范围的议案》；

为进一步延伸公司产业链，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拟变更全资子公司的经营范围，详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广东万和热能科技有限

公司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热水器、两用炉、燃气锅炉、燃气

灶具、太阳能集热器、热泵热水机、热泵热水器、燃气热

水器、燃气采暖热水炉、电热水器、家用电器配件、日用

电器配件、其他新能源产品及上述产品的安装、维修；上

述产品的五金电器配件、电子配件、塑料配件（不含废

旧塑料）、模具、其他电气配件开发、制造与销售；承接：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

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热水器、两用炉、燃气锅炉、燃气灶具、

太阳能集热器、热泵热水机、热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燃气采

暖热水炉、电热水器、燃气容积式热水器、家用电器配件、日用

电器配件、其他新能源产品及上述产品的安装、维修；上述产

品的五金电器配件、电子配件、塑料配件（不含废旧塑料）、模

具、其他电气配件开发、制造与销售；承接：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

技术进出口除外）。

广东梅赛思科技有限公

司

研发、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

机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网络技

术产品，多媒体产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及厨卫电器，

数码产品，家居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及管理，系统集成的

设计、调试及维护，提供计算机技术咨询及服务，电子商

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文化艺术培训，为企业提供管理

服务、运营服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对

工业、商业、服务业进行投资。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一般项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商业、

饮食、服务专用设备制造；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机械设

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

用电器研发；日用电器修理；家用电器制造，家居用品销售；制

冷、空调设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家用电器零配件销

售；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洗涤机械制造；洗

涤机械销售。

许可项目：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

生产；消毒器械销售；消毒器械生产。

（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董事会授权黄惠光先生全权办理。

4、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其明细如下所示：

（1）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协议有效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21年8月12日

止；

（2）全资子公司中山万和电器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零伍佰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协议有效期限自协

议签署之日起至2021年7月28日止。

董事会授权李丽仙女士签署上述相关的授信额度协议及该协议项下相关的法律文件。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四届十二次会议决议；

2、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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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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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和电气” ）四届七次监事会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于2020年10月16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黄惠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监事会

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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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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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

号：2020-038）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经核查，本次增加的2020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系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为，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本次增加的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四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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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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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加的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增加的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和电气” ）分别于2020年4月29日、2020年5月22日召开了董事会四届八次会议和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佛山市用心电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用心” ）、广东

用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用心” ）2020年度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3,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23日于信息

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万和新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四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15）和《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佛山用心、广东用心主要负责公司系列电器产品的售后服务管理，并提供网络技术运营服务，因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上述经批准的关

联交易额度已无法满足日常经营所需。 公司于2020年10月26日召开董事会四届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申

请增加与佛山用心、广东用心2020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总额，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佛山用心、广东用心2020年度关联交易总额增加至6,000万元，增

加关联交易额度为3,000万元。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叶远璋先生已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2、预计增加的2020年度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调整前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已

发生金额（万元）

调整后预计金额

（万元）

接受关联方提

供劳务

佛山用心 负责公司系列电器产品

的售后服务管理， 并提

供网络技术运营服务

市场化定价

不超过

3,000

1,919.05

不超过

6,000

广东用心 19.96

合计 不超过3,000 1,939.01 不超过6,000

3、2020年1-9月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已发生金额（万元）

2020年度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万

元）

披露日期

及索引

接受关联方

提供劳务

佛山用心 负责公司系列电器产品的售后

服务管理，并提供网络技术运营

服务

1,919.05

不超过3,000 1,060.99

2020.4.30

公 告 编 号 ：

2020-015

广东用心 19.96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佛山市用心电器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354640435H

法定代表人：叶汶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8月25日

营业期限：长期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山居委会桥西路2号三层之二

经营范围：安装、维修、租赁：家用电器、办公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卫浴洁具；承接：室内水电安装工程、室内外装修工程；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网

络信息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服务；家政服务咨询；投资管理咨询；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保洁服务；电脑图文设计；网页设计服务；除以上项目外

的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2）公司名称：广东用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3454106971

法定代表人：叶汶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1,085.1873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5年7月10日

营业期限：长期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容山居委会桥西路2号三层之一

经营范围：研发：网络科技技术、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产品、多媒体产品；系统集成的设计、调试及维护；提供计算机技术咨询及服务、电子商务平

台支持；经济信息咨询；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和文化艺术教育培训；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

运营服务、电子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对工业、商业、服务业进行投资。

（3）佛山用心、广东用心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佛山用心 广东用心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年1-9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元） 9,949,867.22 9,744,222.07 20,630,985.85 23,747,919.50

净资产（元） -66,638.30 -2,337,646.71 20,131,501.88 23,182,718.26

营业收入（元） 33,310,644.43 25,553,479.69 5,497,461.44 3,481,548.54

净利润（元） 39,661.04 -2,264,980.58 2,766,533.85 2,596,087.56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佛山用心为广东用心的控股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叶汶杰先生，叶汶杰先生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现任公司董

事长叶远璋先生之子。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佛山用心是公司的关联企业。

（2）广东用心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叶汶杰先生，其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现任公司董事长叶远璋先生之子。 依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广东用心是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佛山用心、广东用心的经营情况及公司与其交易情况分析，公司认为佛山用心、广东用心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以往合同执行情况良好，未出现无法正常履约以及造成坏账情况。

经查询，佛山用心、广东用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员。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付款安排：货物验收合格或相关服务发生并收到对方开出的税票后结清全部款项。

结算方式：按照双方商定的结算方式进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2020年度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关联人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佛山用心、广东用心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2、上述增加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各方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原则进行的，均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

3、上述增加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持续性、经常性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占公司收入和采购的比重较低，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不

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和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增加的2020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同意将此

事项提交董事会四届十二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增加的2020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益输送，为公

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性、经常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3、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本次增加的2020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系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为，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本次增加的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四届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四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76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24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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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魏少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应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周艳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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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6,999,208.19 1,321,592,919.59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8,850,549.33 896,676,540.97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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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87,789.37 26.79% 1,130,230,853.47 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51,734.83 115.84% 60,429,008.36 12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507,485.72 107.96% 54,787,913.26 120.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13,041.67 110.58% 51,640,325.92 4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66 116.00% 0.3660 123.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66 116.00% 0.3660 12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1.40% 6.55%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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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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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9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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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0,038.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312.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937,536.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225.45

合计 5,641,09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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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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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鑫达瑞明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27% 46,679,000 质押 23,000,000

羌志培 境内自然人 4.52% 7,467,048

王岳 境内自然人 3.63% 5,993,413

姜客宇 境内自然人 2.03% 3,349,97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其他 2.00% 3,300,00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57% 934,148

言骅 境内自然人 0.55% 912,995 684,746

陈潮怀 境内自然人 0.45% 749,400

方利萍 境内自然人 0.45% 749,300

胡浩 境内自然人 0.43% 71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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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46,679,000

羌志培 7,467,048

王岳 5,993,413

姜客宇 3,349,97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3,300,00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ASSOCIATION

934,148

陈潮怀 749,400

方利萍 749,300

胡浩 715,236

刘娜 67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羌志培、王岳、言骅、

胡浩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上述五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上述五名股东以外的股东

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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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东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0,679,000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6,000,000股；

2、股东方利萍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49,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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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80.82%，主要是因为理财产品到期；

2、应收账款增加64.89%，主要是因为销售收入增加；

3、其他流动资产减少48.7%，主要是因为待抵扣增值税的减少；

4、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53.95%，主要是因为预付设备款的减少；

5、短期借款减少100.00%，主要是归还了短期借款；

6、应付账款增加31.77%，主要是因为购买原材料的增加；

7、应交税费增加154.25%，主要是因为企业所得税增加；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57.29%，主要是应付设备工程款减少；

9、管理费用增加34.46%，主要是工资福利费用的增加；

10、研发费用增加41.37%，主要是研发投入的增加；

11、信用减值损失增加48.52%，主要是因为应收账款增加,计提了坏账准备；

12、资产减值损失增加84.34%，主要是因为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净利润增加135.67%，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增加；

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41.80%，主要是因为销售回款增加；

1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351.87%，主要是归还了短期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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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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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天津

鑫达瑞明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关于关联交

易方面的承

诺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与上市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 就本企业及本

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事项，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

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

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企业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本

企业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项承诺。 本承

诺函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

效。

2017年02月

10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反

上述承诺的

事项

实际控制人魏

少军、魏强

关于关联交

易方面的承

诺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司

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 就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

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

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本人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

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

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本人保证严格履行本承

诺函中的各项承诺， 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2017年02月

10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反

上述承诺的

事项

控股股东天津

鑫达瑞明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关于同业竞

争方面的承

诺

1、本企业以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

（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公司或企业，下同）不存在

产品交叉、 重叠的情况， 互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

争。 2、本次交易完成后，针对本企业以及本企业控

制的其他企业拟从事或实质性获得与上市公司相

同的业务或商业机会， 且该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

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司可能构成潜在同业

竞争的情况下， 本企业将努力促使本企业及本企

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业

务， 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或间

接的竞争。 此外，本企业以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

业在市场份额、 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

对上市公司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 本企业将努力

促使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放弃与上市

公司的业务竞争。 3、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本企业或

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

的，本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

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避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本企业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

函中各项承诺。 本承诺函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2017年02月

10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反

上述承诺的

事项

实际控制人魏

少军、魏强

关于同业竞

争方面的承

诺

1、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包括上市公

司控制的公司或企业，下同）不存在产品交叉、重

叠的情况，互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次交易

完成后， 针对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拟从事或实质

性获得与上市公司相同的业务或商业机会， 且该

等业务或商业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与上市公

司可能构成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下， 本人将努力

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

的业务， 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经营构成直接

或间接的竞争。 此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市场

份额、 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上市公

司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 本人将努力促使本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放弃与上市公司的业务竞争。 3、本

次交易完成后， 如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

业机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

发生同业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

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避免与上市公司

形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本人保证严格履

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 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有效。

2017年02月

10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反

上述承诺的

事项

控股股东天津

鑫达瑞明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魏

少军、魏强

关于维护上

市公司独立

性的承诺

（一）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

市公司专职工作， 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

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

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2、保

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 不在本企业及本企

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上

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 人事及薪酬管理体

系， 该等体系和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之间完全独立。（二）资产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具

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处于上

市公司的控制之下， 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

营。 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

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2、保

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三）财务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

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

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上

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不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

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能

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

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

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拥有独立、 完整的组织机

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

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

完整的组织机构， 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

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五）业务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

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

的能力。 2、保证尽量减少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无法避免或有

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依法进行。 （六）保证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2017年02月

10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反

上述承诺的

事项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作为本公司股

东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

股份锁定的

承诺

在本人任职期间， 将向公司申报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述锁定期满后，在本

人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任6个月内，不

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

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2010年05月

25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反

上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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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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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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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7,015.5

-

-

8,726.58 3,422.19 增长 105.00%

-

-

15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49

-

-

0.5285 0.2072 增长 105.00%

-

-

155.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营业收入稳定增长所致。 其中风电业务板块着力于全球市场客户管理，经营业绩稳步增长，推动公司业务

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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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少军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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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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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魏学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华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万华楠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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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3,188,801.76 9,554,993,115.46 -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71,960,656.95 4,128,315,908.01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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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274,380.38 6.15% 3,855,089,860.63 -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470,207.14 7.15% 170,229,452.24 -1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3,981,588.19 5.14% 153,595,409.19 -3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627,860.12 561,047,924.86 -38.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9 7.10% 0.2084 -16.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9 7.10% 0.2084 -16.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 0.03% 4.0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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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1,417.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708,544.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35,919.48

合计 16,634,04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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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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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财政局 国有法人 27.30% 222,960,192 质押 110,500,000

新野县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 11,995,800

新野县棉麻集团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10,759,440

黄泽坤 境内自然人 0.66% 5,383,855

纪家鑫 境内自然人 0.60% 4,939,090

陈少俊 境内自然人 0.60% 4,916,600

蔡帆 境内自然人 0.56% 4,538,000

唐学禄 境内自然人 0.50% 4,073,266

毛菊英 境内自然人 0.29% 2,350,3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7% 2,22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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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财政局 222,960,192 人民币普通股 222,960,192

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1,99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95,800

新野县棉麻集团公司 10,759,440 人民币普通股 10,759,440

黄泽坤 5,383,855 人民币普通股 5,383,855

纪家鑫 4,939,090 人民币普通股 4,939,090

陈少俊 4,9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4,916,600

蔡帆 4,5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38,000

唐学禄 4,073,266 人民币普通股 4,073,266

毛菊英 2,35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3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24,820 人民币普通股 2,224,8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野县财政局、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新野县棉麻集团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 其他股东之间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其中： 股东黄泽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155,907股， 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

227,948股。 股东陈少俊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15,600股，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40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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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其他应收款与年初相比下降30.01%，主要是因为公司融资租赁保证金已经冲抵租赁款。

2、其他流动资产与年初相比下降31.52%，是因为增值税留抵税款减少。

3、在建工程与年初相比增加327.87%，主要是因为公司新建项目投资额增加。

4、其他非流动资产与年初相比下降72.74%，主要是因为部分预付设备款因设备交付转入固定资产。

5、应付账款与年初相比下降50.19%，主要是公司支付应付账款较多。

6、合同负债与年初相比增加212.01%，主要是因为纺织品市场好转，公司预收款增加，合同负债增加。

7、其他应付款与年初相比下降，主要是因为公司部分归还其他应付款项。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与年初相比增加134.73%，主要是因为部分长期借款将于一年内到期，转入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长期借款与年初相比减少83.07%，主要原因是部分长期借款将于一年内到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0、销售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36.04%，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棉纱运费补贴较多，冲减了销售费

用。

11、信用减值损失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4.25%，主要是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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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公司对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河南天冠燃料乙醇有限公司贷款担保中有18000万元逾

期，互保协议到期日为2020年12月31日，南阳市政府为了化解地方金融危机，正在协商各银行处理贷款及担保

事项，公司判断不存在代偿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对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担保12000万元， 互保协议到期日为2020年11月

30日，根据对河南华晶贷款违约风险判断，为保护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已对河南华晶及相关方所属资产采

取了保全措施，公司判断对河南华晶的担保不存在担保损失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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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财政局

关于同业竞争

方面的承诺

不发生同业竞

争

2006年11月30

日

公司存续期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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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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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16

中 原 银

行

10,

000,

000.00

公 允 价

值计量

16,

811,

502.67

4,363,

416.49

14,

363,

416.49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资

自有

合计

10,

000,

000.00

--

16,

811,

502.67

0.00

4,363,

416.49

0.00 0.00 0.00

14,

363,

416.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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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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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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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19,559.26

-

-

25,147.62 27,941.8 下降 10.00%

-

-

3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95

-

-

0.3079 0.3421 下降 10.00%

-

-

30.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2020年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利润略有下降。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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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签名）：魏学柱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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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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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9日以电

子邮件、传真、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上午8: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魏学柱先生主持，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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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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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9日以书面

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上午11:00点在公司三楼接待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

玉怀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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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