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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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顾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生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林永春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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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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22,227.89 201,859,236.50 -3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65,024.63 -6,929,832.04 1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015,881.98 -8,601,302.33 28.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1,466.65 19,698,912.78 -9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2% -0.3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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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148,369.65 2,709,736,577.85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46,534,148.60 1,454,434,370.40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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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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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1,147.5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841.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3,649.29  

合计 3,150,85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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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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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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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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竞忠 境内自然人 23.45% 66,433,049  质押 53,000,000 

王安祥 境内自然人 10.00% 28,333,000  
质押 21,100,000 

冻结 28,333,000 

顾瑜 境内自然人 8.71% 24,688,427 18,516,320 质押 23,477,000 

黄志强 境内自然人 5.00% 14,166,357 12,027,335 质押 7,000,000 

陆晖 境内自然人 3.54% 10,019,544  质押 8,000,000 

南宁八菱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1.42% 4,013,003    

国海证券－工商

银行－国海金贝

壳员工持股 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28% 3,615,134    

贺立德 境内自然人 0.89% 2,514,985    

覃晓梅 境内自然人 0.89% 2,514,985    

黄生田 境内自然人 0.68% 1,937,963 1,937,447 质押 1,93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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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竞忠 66,433,049 人民币普通股 66,433,049 

王安祥 28,3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333,000 

陆晖 10,019,544 人民币普通股 10,019,544 

顾瑜 6,172,107 人民币普通股 6,172,107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4,013,003 人民币普通股 4,01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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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工商银行－国海金贝

壳员工持股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615,134 人民币普通股 3,615,134 

贺立德 2,514,985 人民币普通股 2,514,985 

覃晓梅 2,514,985 人民币普通股 2,514,985 

黄志强 2,139,022 人民币普通股 2,139,022 

任宁 1,68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

除了杨竞忠与顾瑜、贺立德与覃晓梅为夫妇构成一致行动人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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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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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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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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同比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81,685,065.78 347,837,881.25 133,847,184.53 38.48% 

货币资金期末数比期初增长了

38.48%，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北

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资产置换收到17,000.00万元现

金。 

应收款项融资 50,297,686.55 30,426,566.88 19,871,119.67 65.31% 

应 收 款 项 融 资 比 期 初 增 长 了

65.31%，主要是本报告期柳州八菱

收到的以票据方式结算的货款增

加。 

预付款项 35,793,308.13 11,354,614.69 24,438,693.44 215.23% 

预付款项比期初增长了215.23%，

主要是本报告期北京弘润天源基

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预付款项比

期初增加2,477.69万元。 

持有待售资产  177,816,000.01 -177,816,000.01 -100.00% 

持有待售资产期末数比期初下降

了100%，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北京

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资产置换，持有至待售资产减少。 

预收款项 2,244,423.05 4,072,881.14 -1,828,458.09 -44.89% 

预收款项比期初下降了44.89%，主

要期初预收的货款已于本报告期

销售。 

应交税费 14,033,970.70 10,369,383.14 3,664,587.56 35.34% 

应交税费比期初增长了35.34%，主

要本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

享受延期纳税优惠政策，延期缴纳

税款334.14万元。 

其他应付款 15,862,473.27 33,982,505.82 -18,120,032.55 -53.32% 

其他应付款期初下降了53.32%，主

要是本报告期退回员工持股款

1,807.00万元。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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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金额 同比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2,722,227.89 201,859,236.50 -69,137,008.61 -34.25% 

主要是本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

全国延迟复工，导致公司收入下

降。 

营业成本 109,064,684.28 183,121,519.49 -74,056,835.21 -40.44% 

主要是本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

全国延迟复工，公司收入下降,相应

的营业成本下降。 

税金及附加 1,693,532.18 2,590,316.85 -896,784.67 -34.62% 

主要是本报告期受新冠疫情影响，

全国延迟复工，公司收入下降,增值

税比上年减少，依据增值税计算的

附加税减少。 

管理费用 17,738,444.31 13,207,862.74 4,530,581.57 34.30% 

一是2019年6月开始弘润天源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报告期末增加弘润

天源管理费用259.23万元；二是柳

州八菱2019年12月收购重庆八菱

柳州分公司，报告期柳州八菱管理

费用较上年增加298.78万元。 

财务费用 5,056,854.38 -1,292,131.43 6,348,985.81 -491.36% 

一是本报告期贷款利息比上年同

期增加262.14万元，二是本报告期

利息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430.22万

元 

其他收益 3,731,147.51 1,465,821.84 2,265,325.67 154.54% 

主要是报告期计入其他收益的政

府补助比上年同期增加226.53万

元。 

投资收益 -4,551,032.65 -1,263,009.58 -3,288,023.07 260.33% 

主要是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利润下降，报告期按

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比上年同

期减少了312.93万元 

信用减值损失 1,510,666.55 -1,588,954.44 3,099,620.99 -195.07% 
一是本报告期收回了按100%计提

坏账的其他应收款200.85万元。 

所得税费用 514,860.43 1,014,484.68 -499,624.25 -49.25%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营业

利润减少而导致企业所得税费用

减少。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金额 同比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01,466.65   19,698,912.78   -18,297,446.13  -92.89% 

主要报告期应收票据到期收款及

应收票据贴现收款比上年同期减

少1,264.71万元,导致销售商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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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

少。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8,187,979.60   -7,271,963.42   175,459,943.02  -2412.83%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北京弘润

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资产

置换收到17,000.00万元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268,354.65   -24,058,492.32   -7,209,862.33  29.97% 

主要是本报告期退回员工持股款

1,807.00万元，导致支付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

加1,807.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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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娅八菱出资额转让进展 

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转让深圳前海盖娅八

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出资份额的议案》，拟将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简称“前海八菱”）持有的深圳前海盖娅八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盖娅八菱”)的10,000

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给霍尔果斯盖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10,391.67万元。本次转让后，前海八

菱将不再持有盖娅八菱的出资额。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关于签署深圳前海盖娅八

菱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原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延长至2019年9

月30日。盖娅科技承诺于前述期限届满前向前海八菱支付完毕尚余的出资份额本金45,435,416.66元及相应

的保底收益，保底收益按照年化15%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盖娅科技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前海八菱累计收到盖娅八菱转让款82,264,583.34元 (扣除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保底

收益)。 

2、募投项目《远去的恐龙》暂停演出，并搬迁到桂林。 

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投项目<远去的恐龙>变

更地点暨签署<合作协议书>的议案》。由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对国家体育馆进行场馆改造的需要，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远去的恐龙》已于2019年4月8日起暂停演出。公司全资子公司印

象恐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大风文化艺术投资有限公司、贺立德、覃晓梅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拟采用易地驻演的方式，继续在桂林市境内运营《远去的恐龙》。 

目前，《远去的恐龙》已拆除并迁出国家体育馆，搬迁至桂林，演出剧场选址初步确定在桂林市临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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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六塘柚子湾，演出剧场建设项目初步选址意见已经桂林市临桂区自然资源局复函同意，建设项目用地已

经桂林市临桂区林业局公示、并获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的审核意见，建设项目用地仍处在招拍

挂审批流程中，尚未公开招拍挂。公司将抓紧各方协调工作，加快《远去的恐龙》的重建进度，争取在年

底回复演出。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募投项目<远去的恐龙>变更地点暨签署<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4）。 

3、公司投资参股王博智慧厕所 

2019年1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市王博智慧厕所

革新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基于公司产业转型的需要，公司与深圳市王博智慧厕所革新技术有限公

司签订了《增资协议书》，公司拟自筹资金向王博智慧厕所增资2,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

占其增资后注册资本的20%。 

王博智慧厕所于2019年7月8日完成工商变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向王博智慧厕所累计支付增资款800

万元。目前，王博智慧厕所正在进行样品测试，计划在年内投产。 

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深圳市王博智慧厕所革新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5）。 

4、公司投资参股科华生物 

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大姚麻王科华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公司与大姚麻王科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麻王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增资协议书》，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向科华生物增资人民币6,6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占其

增资后注册资本的22%。 

科华生物于2019年5月20日完成工商变更。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向科华生物累计支付增资款3,800万

元。目前，科华生物已完成厂房建设及设备安装，正在办理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相关手续。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大姚麻王科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66）。 

  5、全资子公司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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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与公司参股公司重庆八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分公司重庆八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分公司签订了《资产整体收购协议》，柳州八菱拟以

人民币3,000万元（不含税）收购重庆八菱柳州分公司的全部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

力。本次资产收购事项已于2019年12月28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 

目前，前述资产收购事项已在办理资产交割手续、人员交接手续及其他相关手续。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83）。 

6、公司拟转让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与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安定、

陆秀青夫妇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公司拟将持有的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43.65%的股权

转让给黄安定或黄安定指定的第三方。 

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仅为协议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意向性约定。目前，公司已委托审计

机构及评估机构对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评估完成后，双方将根据审计、评估结

果进一步协商洽谈，签订正式的协议或合同。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将在审计、评估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涉及股东大会权限的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31日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7、公司与深圳市王博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王博纳米蒸汽机 

公司于2020年2月19日与深圳市王博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王博纳米蒸汽机合作协议》，双方就

王博纳米蒸汽机的生产销售业务达成合作共识，公司计划与王博纳米合作生产王博纳米蒸汽机。本次签订

合作协议已于2020年2月19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目前，王博纳米蒸汽机已在公司进行小批量生产。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深圳市王博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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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资产置换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01 月 03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资产置换的进展公告 
2010 年 01 月 10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大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2010 年 01 月 11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20 年 01 月 31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2020 年 01 月 31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2020 年 01 月 31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04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20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20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20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20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与深圳市王博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的公告 
2020 年 02 月 20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07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2020 年 03 月 10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

告 
2020 年 03 月 12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12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高管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03 月 14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

告 
2020 年 03 月 18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0 年 03 月 21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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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司法冻结情况的

进展公告 
2020 年 03 月 21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股东减持进展暨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 5%的权益

变动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03 月 26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0 年 03 月 26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08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08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08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0 年 04 月 08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2020 年 04 月 15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 年 04 月 24 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相关议案。公司拟使用

不低于1亿元（含）且不超过3亿元（含）自有资金按不超过16.35元/股（含）的价格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截至2018年12月19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期届满。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6,826,9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94%，最高成交价为14.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80元/股，平均成交价格为12.58元/股，成交金额为

211,609,144元（不含交易费用）。 

2019年1月10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将公司回购股份协议转让给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拟实施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将公司回购股份协议转让给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转让股份数量为

16,826,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4%），转让价格为21.42元/股，转让价款为360,432,198元。第四期员工

持股计划计划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2019年7月10日前）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 

2019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实施

的议案》及《关于回购股份延期处置的议案》等议案，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拟延期至2019年10月31日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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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标的股票购买，同时延期处置公司回购股份。若第四期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期满，认购对象放弃认购，

导致第四期期员工持股计划无法实施；或自公司股份回购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公司未能实施其他员工持

股计划，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售出，未被售出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转让方案的

议案》及《关于修订<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对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进行调整，将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价格调整为12.58元/股，股票购买方式由调整为非交易过户

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总规模调整为不超过211,609,144元（具体金额和份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确

定），股票购买时间不作具体限定，应在公司股份回购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完成过户。 

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5日、2018年7月4日、2018年12月20日、2018年12月24日、2019年6月26日、2019

年10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95）、《关于公司股份回购期届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2）、《关于将公司回购股份协议转让给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47）、《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实施暨回购股份延期处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4）、

《关于修订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管理办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69）及期间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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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祥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公司 2019 年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51%股权。王安祥及其控制下的莒南

恒鑫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莒南恒鑫”）、莒南弘润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莒南弘润”）作为交

2019 年 05

月 06 日 

三年（2019 年

-2021 年） 

正常履

行中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4 

易对手方之一，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与公司共

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王安祥承诺在《协议》生效后未来三年内（2019

年-2021 年），弘润天源经营性净利润总额不低

于 6 亿元人民币。若弘润天源未能达到前述经

营性净利润总额承诺的（以弘润天源 2019 年至

2021年年度经公司同意的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

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数据为准且该等审计

报告应为标准审计报告），公司应于前述事项发

生后 60 天内，书面通知王安祥，王安祥应在收

到公司书面通知后 60 日内，按照补偿额=【（6

亿元人民币-实际三年经营性净利润总额）

×17.8/6×51%】向公司进行补偿。 

王安祥；

莒南恒鑫

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莒南

弘润企业

管理咨询

中心（有

限合伙）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由于在收购日前弘润天源与王安祥等关联方发

生的往来款尚未结清，对弘润天源形成了大额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同时，由于弘润天源健

康中心大楼房屋建筑物是在租赁的土地上建

造，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且短期内无法办理

地上附着物的房产证等权利文件，存在产权瑕

疵。为解决弘润天源的资金占用及资产瑕疵问

题，弘润天源于 2019 年 1 月 19 日与王安祥、

金明武及相远东共同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

确定将弘润天源截至 2018年12月 31日的账面

部分往来款项 306,814,644.86 元（其中，其他

应收款账面价值 314,814,644.86 元，其他应付

款账面价值 8,000,000 元）、在建工程及长期待

摊销费用中租赁土地上的健康中心大楼房屋建

筑物账面价值 164,175,911.31 元（其中，在建

工程账面价值 36,537,033.96 元，长期待摊费

用账面价值 127,638,877.35 元）置出，同时置

入王安祥、金明武、相远东位于大兴区半壁店

绿茵花园别墅的七处产权清晰地产价值为

488,962,000.00 万元的房地产。王安祥及莒南

恒鑫、莒南弘润作为本次交易对手方之一，在

2019 年 4 月 19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

承诺，保证上述置入资产在《协议》生效后三

个月内，完整、合法的置入弘润天源。若因任

何原因，导致该等资产无法完整置入弘润天源

的，莒南恒鑫、莒南弘润及王安祥应经公司许

可，置入其他经公司认可的经资产评估机构评

估后的等值资产，并应承担因此给弘润天源造

成的损失及依本《股权转让协议》而承担的违

约责任。 

2019 年 05

月 06 日 

《股权转让

协议》生效后

三个月内

（2019年 8月

6 日前） 

已履行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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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祥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王安祥于 2019年10月 28日以现金方式完成弘

润天源其他应收款 306,814,644.86 元的资产

置换。对于尚需置换的健康中心大楼房屋建筑

物账面价值 164,175,911.31 元（其中，在建工

程账面价值 36,537,033.96 元，长期待摊费用

账面价值 127,638,877.35 元），王安祥向公司

承诺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与其名下位于大

兴区半壁店绿茵花园别墅桃园 150 号楼（房地

产）进行置换；若因任何原因，导致该资产无

法完整置入弘润天源的，王安祥将以现金方式

或其他经公司认可的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

等值资产置入弘润天源，并承担因此给弘润天

源造成的损失及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2019 年 10

月 28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已履行

完毕 

王安祥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王安祥在 2019 年 4 月 19 日与公司签订的《股

权转让协议》中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在其为弘润天源股东期间，不会通过自身或通

过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弘润天源资金。 

2019 年 05

月 06 日 

在其为弘润

天源股东期

间 

未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杨竞忠、

顾瑜夫妇 

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顾瑜

夫妇出具了《不予竞争承诺函》。 

2011 年 11

月 11 日 

实际控制公

司期间内 

正常履

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南宁八菱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

用承诺 

公司将全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险投

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2019 年 08

月 10 日 

2020 年 08 月

09 日 

正常履

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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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前述《股权转让协议》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承诺

方承诺《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将前述资产完整、合法的置入弘润天源。 

截至 2019 年 8 月 6 日，上述承诺期满，王安祥及相关方未在承诺期限内完成前述资产置入。承诺方超期未

履行资产置换承诺主要是由于弘润天源与海口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3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框

架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3)，鉴于海南独特的地理区位、政策、生态等优势，未来弘润天

源的细胞储存及健康管理业务将重点引进在海口设立的项目公司，因此，弘润天源计划不再增加北京的营

业面积，上述拟置入房产由房产持有人直接出售(不过户到弘润天源再出售，主要是避免重复缴纳房产交易

税)，然后将出售房产所获现金与弘润天源的上述拟置出资产进行置换。 

经公司多次敦促，王安祥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以现金方式完成弘润天源其他应收款 306,814,644.86 元的

资产置换。 

对于尚需置换的健康中心大楼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 164,175,911.31 元（其中，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36,537,033.96 元，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 127,638,877.35 元），王安祥向公司作出书面承诺：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与王安祥名下位于大兴区半壁店绿茵花园别墅桃园 150 号楼（房地产）进行置换；若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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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原因，导致该资产无法完整置入弘润天源的，王安祥将以现金方式或其他经公司认可的经资产评估机构

评估后的等值资产置入弘润天源，并承担因此给弘润天源造成的损失及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2019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置换延期暨变更的议案》，同意对弘润天源资产置换方案进行调整：（1）弘润天源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部分往来款项 306,814,644.86 元（其中，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 314,814,644.86

元，其他应付款账面价值 8,000,000 元）由王安祥以现金方式置换。（2）弘润天源在建工程及长期待摊销

费用中租赁土地上的健康中心大楼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 164,175,911.31 元（其中，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36,537,033.96 元，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 127,638,877.35 元）尚需与王安祥名下位于大兴区半壁店绿茵

花园别墅桃园 150 号楼（房地产）进行置换，该部分资产置换延期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若因任何

原因，导致该部分资产无法完整置入弘润天源的，王安祥将以现金方式或其他经公司认可的经资产评估机

构评估后的等值资产置入弘润天源。 

2019 年 12 月 31 日，王安祥对弘润天源健康中心大楼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 164,175,911.31 元（其中，在

建工程账面价值 36,537,033.96 元，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 127,638,877.35 元）的资产置换承诺期满，王

安祥未在承诺期限内完成前述资产置入。因考虑到弘润天源未来业务重心计划转移至海南，弘润天源不需

要在北京增加经营场地，王安祥拟以现金方式置换弘润天源的健康中心大楼。由于王安祥资金不足，需转

让部分房产筹措资金，其已签署了相关的资产转让协议，预计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前收到房产转让款。王

安祥再次向公司承诺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前，以现金方式完成与弘润天源健康中心大楼房地产（在建工程

账面余额 36,537,033.96 元及长期待摊费用账面价值 127,638,877.36 元）的资产置换；若因任何原因无法

完成置换的，其愿意承担因此给弘润天源造成的损失及依据 2019 年 4 月 19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

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直至 2020 年 1 月 8 日，弘润天源方收到王安祥支付的前述健康中心大楼房屋建筑物资产置换现金

170,000,000 元。截至 2020年 1月 8 日，弘润天源累计收到王安祥资产置换现金 476,814,644.86 元。 

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20 年 1-6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0 至 1,000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80.5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目前，重庆八菱经营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公司与广西华纳签署

了《股权转让意向书》，目前已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审计，待股权

转让完成，广西华纳不再影响公司业绩。因此，预计上半年公司业

绩有望扭亏为盈。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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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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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担保

对象

名称 

与上

市公

司的

关系 

违规

担保

金额 

占最近

一期经

审计净

资产的

比例 

担保

类型 
担保期 

截至

报告

期末

违规

担保

余额 

占最近

一期经

审计净

资产的

比例 

预计解除方式 

预计

解除

金额 

预计

解除

时间

（月

份） 

阜新

久宝

能源

有限

公司 

无 14,600 10.04% 
质押

担保 

2019-10

-28 至

2020-10

-28 

14,600 10.04% 

王安祥先后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及 2020 年 6 月 22 日

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并与公司签订了《协议书》，

王安祥承诺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解除海南弘天为

阜新久宝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上述 2.96 亿元银行存

款定期存单的质押或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以 2.96

亿元现金支付给海南弘天置换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定

期存单；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解除海南弘天为阜

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1.7 亿元银行存款定期

存单的质押或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以 1.7亿元现金

支付给海南弘天置换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定期存单；

如王安祥未能按期解除 2.96 亿元和 1.7 亿元的存单

质押，因此给海南弘天、公司及公司股东造成损失

的，王安祥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并且王安祥同意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用现金偿还海南弘天 2.96 亿元

和 1.7 亿元，并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付清上述全

部款项之日止按实际欠款金额及年利率 10%向海南

弘天支付利息。如王安祥违反上述承诺 ,未能按时解

除 2.96 亿元和 1.7 亿元的存单质押、或未能以现金

方式等额置换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定期存单、或未能

在 2020 年 10月 31 日前用现金偿还海南弘天 4.66亿

元及相应利息的，则公司有权代替海南弘天以公司

的名义采取财产保全、诉讼等合法措施直接向王安

祥追索上述 4.66 亿元及相应利息。根据王安祥上述

承诺及《协议书》的约定，如王安祥未能按期解除

上述 2.96 亿元和 1.7 亿元的存单质押，因此给海南

弘天、公司及公司股东造成损失的，王安祥个人承

担全部责任。若王安祥违反上述承诺，既未能解除

14,600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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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弘天 2.96 亿元和 1.7 亿元的存单质押，又未能

以现金方式等额置换已质押的银行存款定期存单，

或未能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用现金偿还海南弘天

4.66 亿元及相应利息的，公司将通过财产保全、诉

讼等一切合法途径向王安祥追索上述 4.66 亿元及相

应利息，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阜新

久宝

能源

有限

公司 

无 15,000 10.31% 
质押

担保 

2019-10

-29 至

2020-10

-29 

15,000 10.31% 同上 15,000 

2020

年 10

月 

阜港

能源

科技

有限

公司 

无 17,000 11.69% 
质押

担保 

2020-1-

8 至

2020-7-

8 

17,000 11.69% 同上 17,000 
2020

年 7月 

合计 46,600 32.04% -- -- 46,600 32.0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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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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