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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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屠建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朱国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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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683,486,059.76 12,524,537,705.14 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689,935,891.60 5,576,955,275.33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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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275,179.28 120.37% 6,982,857,032.76 5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713,278.06 208.26% 169,613,061.88 2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535,899.81 55.90% 106,879,239.50 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60,530,164.87 -853.41% 396,301,621.96 -66.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233.33% 0.088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233.33% 0.088 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上升 0.23 个百分点 3.00% 上升 0.4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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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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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58,7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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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1,315.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5,395.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43,796.4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513,9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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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2,733,82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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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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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99% 650,142,393 69,252,077   

贾跃峰 境内自然人 2.73% 53,746,741 53,726,541   

张杰明 境内自然人 2.73% 53,726,541 53,726,541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 38,646,40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

南信托·大西部丝绸之路 2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9% 19,542,813    

周盛 境内自然人 0.82% 16,117,962 16,117,96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11,890,800    

深圳市华科泰瑞电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10,745,308 10,745,308   

沈金虎 境内自然人 0.54% 10,6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5% 8,95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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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580,890,316 人民币普通股 580,890,316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8,646,409 人民币普通股 38,646,40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大西部丝绸之路 2 号 19,542,813 人民币普通股 19,54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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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89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90,800 

沈金虎 10,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957,409 人民币普通股 8,957,409 

#张红 6,102,579 人民币普通股 6,102,579 

#童国富 6,066,7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6,700 

#吴少楠 5,878,400 人民币普通股 5,878,400 

吴银河 5,3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0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

控股股东，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与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

限公司及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与社会公

众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社会公众股股

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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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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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424,661,323.32 709,031,276.37 100.93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到期票据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95,384,722.18 910,158,854.25 31.34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应收票据 899,790,290.32 464,267,497.22 93.81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入大幅增长，货款票

据结算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632,096.28 7,386,673.29 98.09 
主要原因是公司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

有率，相关业务的发生额增加所致 

存货 1,883,234,039.44 1,265,622,671.39 48.80 
主要原因是本期发动机销量增加，备货

使得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5,472,090.52 322,381,539.35 -73.49 
主要原因是本期赎回期初未到期的结构

性存款所致 

在建工程 225,987,562.89 618,410,956.59 -63.46 
主要原因是本期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

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894,175.94 1,368,257.87 -34.65 主要原因是本期摊销所致 

应付账款 2,736,016,124.21 2,053,265,350.99 33.25 
主要原因是本期采购发动机零部件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39,749,585.04 29,715,879.24 33.77 主要原因是本期留抵退税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000,000.00 387,600,000.00 -98.97 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0.00 1,628,563.48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已支付期初计提的银行

借款利息所致 

长期借款 992,000,000.00 144,000,000.00 588.89 
主要原因是本期资金需求增加使得银行

借款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1,552,730.50 4,267,332.13 170.72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合并范围增加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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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982,857,032.76 4,574,850,713.41 52.64 主要原因是本期发动机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6,296,401,292.44 4,017,722,992.78 56.72 
主要原因是本期发动机销量增加，结

转的成本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93,839,863.10 46,148,214.56 103.34 
主要原因是本期国六柴油机研发项目

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1,693,121.57 33,799,185.93 141.70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在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投资收益列示

所致 

投资收益 3,281,665.81 1,364,473.21 140.51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取得

的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749,649.92 0.00 --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确认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99,655.08 0.00 --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06,094.11 -587,477.52 135.08 
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闲置资产收益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986,014.40 659,019.30 49.62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非日常经营性

款项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8,328,915.96 17,298,471.66 63.77 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631,504.19 -2,983,419.62 154.69 
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全资子公司实现盈

利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22,196,403.50 9,379,164.62 136.66 

主要原因是公司享受即征即退的税收

优惠政策，本期收到相关的税费返还

款项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6,122,125,050.61 4,571,256,173.93 33.93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入增加使得采购原

辅材料现金结算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837,000,000.00 602,730,000.00 204.78 
主要原因是本期赎回结构性存款增加

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3,468,931.77 1,364,473.21 2352.88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和赎回的结构性

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974,941.00 131,575.00 640.98 

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闲置资产收现增

加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851,000,000.00 0.00 --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6,193,602.26 63,697,373.02 -90.28 

主要原因是上期支付江淮朝柴原股东

收购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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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914,100,000.00 400,000,000.00 378.53 
主要原因是本期资金需求增加使得银

行借款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0.00 226,220,540.36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期回购公司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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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云内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事项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体现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做强做优云内集团的坚定

决心，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拟以云内集团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民营资

本，推进云内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工作，该事项涉及云内集团层面的股权变更。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公告。 

2020年8月31日，云内集团混改项目征集到的两家意向投资方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云南

卓岑商贸有限公司已经昆明市委、市政府审定通过。截至目前，本次混改交易各方正在就协议相关内容深

入洽谈中。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关于收购蓝海华腾部分股权的相关事项 

为掌握电控的核心技术，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盈利能力，实现广大股东

利益的最大化，公司于2019年10月19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圳市蓝海

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8.15%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自筹资金收购邱文渊、

徐学海、姜仲文、傅颖、时仁帅、黄主明、深圳市蓝海华腾投资有限公司及深圳市蓝海中腾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的蓝海华腾37,759,4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蓝海华腾总股本的18.15%，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报字（2019）第A199号《评估报告》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股份

转让价格合计人民币551,287,240元。本次收购事宜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收购蓝海华腾股权事项仍在履行国资监管部门审批程序。因公司控股股东云

内集团正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国资监管部门认为在混改过渡期进行此次收购将影响云内集团整体

混改工作，故延缓了此次收购的审批。 

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股权的进展情况，依照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关于公司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铭特科技有限公司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加油站双层罐改造进入尾声等因素的

影响，2020年1-9月实现净利润2,478.47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53.83%，若第四季度深圳市铭特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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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盈利水平无大幅提升，2020年公司将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控股股东云内集团混合

所有制改革相关事项 

2020 年 02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

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08 号） 

2020 年 03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

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1 号） 

2020 年 03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

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2 号） 

2020 年 03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

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3 号） 

2020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

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4 号） 

2020 年 04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

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15 号） 

2020 年 09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控股股东混合所有制

改革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42 号） 

关于收购蓝海华腾部分

股权的相关事项 

2019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对外投资处于筹划阶

段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3 号） 

2019 年 10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收购深圳市蓝海华腾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8.15%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 号） 

2019 年 1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关于收购深圳市蓝海华腾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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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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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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2633号）核准，公司向8名特定投资机构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9,754,601股，发行

价格为8.1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49,999,998.15元，扣除发行费用14,699,754.6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635,300,243.55元。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披露的投资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额投入“欧VI柴油发动机研发平台建设及生产智能化改造项目”。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实施完毕，募集资金节余

20,423,001.21元。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经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召开的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将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前，公司已将节余募集资金20,423,001.21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正在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注销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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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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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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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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27 日 
公司六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相聚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 

巨潮资讯网上《2020 年 5

月 2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编号：2020-01）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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