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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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瑞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善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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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5,902,323,966.01 13,988,933,546.56 18,515,307,471.00 -1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5,255,850,009.06 6,150,821,541.43 8,012,751,318.81 -34.4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

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935,425,9

29.77 

2,656,096,4

45.25 

3,093,962,7

78.75 
-5.12% 

7,357,724,9

86.54 

7,679,239,

699.66 

8,982,386,

389.88 
-1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157,903,363

.82 

181,504,613

.48 

212,754,671

.17 
-25.78% 

410,446,844

.88 

601,934,3

35.60 

699,074,4

45.55 
-4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6,961,688

.75 

118,095,209

.98 

92,560,633.

63 
47.97% 

272,419,251

.10 

468,716,5

12.98 

389,231,5

99.90 
-3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 -- -- 

797,775,171

.39 

874,218,2

42.00 

771,983,1

54.41 
3.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10 -20.00% 0.20 0.28 0.33 -39.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8 0.10 -20.00% 0.20 0.28 0.33 -3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2.83% 2.93% -32.42% 5.07% 9.39% 8.79% -42.32% 

注：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完成了飞机工业 55%股权的交割，公司对万丰飞机工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合并。 

1、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为 1,590,232.40 万元，同比调整前较上年同期增长 13.68%，同比调整后较上年同

期下降 14.11%。 

2、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5,585.00 万元，同比调整前较上年同期下降 14.55%，同比调

整后较上年同期下降 34.41%，主要系本报告期完成同一控制下溢价收购飞机工业 55%股权冲抵资本公积及盈余公积，以及

实施分红、股份回购所致。 

3、2020 年 7-9 月份营业收入 293,542.59 万元，同比调整前较上年同期增长 10.52%，同比调整后较上年同期下降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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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9 月份营业收入 735,772.50 万元，同比调整前较上年同期下降 4.19%，同比调整后较上年同期下降 18.09%。 

4、2020 年 7-9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790.34 万元，同比调整前较上年同期下降 13.00%，同比调整后

较上年同期下降25.78%；2020年1-9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044.68万元，同比调整前较上年同期下降 31.81%，

同比调整后较上年同期下降 41.29%；主要为受国内外疫情影响，销售及毛利率下降致使利润同比下降，与上半年同期下降

48.07%相比，下降幅度明显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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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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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54,417.0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270,248.82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91,702.3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33,412,65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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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169.2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329,397.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979,717.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43,592.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624,896.52  

合计 138,027,59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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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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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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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32% 750,596,747 0 质押 593,00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 
其他 5.87% 128,414,138 0   

陈爱莲 境内自然人 4.46% 97,525,560 97,525,560 质押 79,380,000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9% 78,431,058 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

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54 号结构化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2% 59,536,489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3% 55,335,156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

信托－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08% 45,429,282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2.03% 44,500,000 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保险产品 
其他 1.94% 42,329,493 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3% 39,9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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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50,596,747 人民币普通股 750,596,747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28,414,138 人民币普通股 128,414,138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8,431,058 人民币普通股 78,431,058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

资 54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9,536,489 人民币普通股 59,536,4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5,335,156 人民币普通股 55,335,156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浙江万丰奥

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45,429,282 人民币普通股 45,429,282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44,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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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远望基金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42,329,493 人民币普通股 42,329,493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39,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60,8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吉祥如意 2

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6,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4.32%

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陈爱莲女士持有公司 4.46%的股份，并

持有万丰集团 39.60%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他股东中建

信基金－兴业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慧智投资 54 号结构化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定向增发股东，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浙江

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由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开立并实施股份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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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情况： 

（1）货币资金比年初下降34.52%，主要系支付飞机工业55%股权收购款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比年初下降98.02%，主要系收回定期质押存单所致。 

（3）预付款项比年初增长48.29%，主要系公司预付采购铝、镁锭款项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比年初下降91.84%，主要系公司收回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借款所致。 

（5）长期股权投资比年初下降61.15%，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退出参股中电科芜湖通用航空产业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20%股权所致。 

（6）交易性金融负债比年初下降100%，主要系本报告期远期结售汇评估损益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所

致。 

（7）应付票据比年初增长126.94%，主要系公司增加应付票据以支付供货商货款所致。 

（8）预收款项与合同负债期初期末变动，主要系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计入合同负债所

致。 

（9）其他应付款比年初下降46.92%，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子公司宁波奥威尔偿还苏州御翠源原股东

借款所致。 

（10）资本公积及盈余公积分别减少16.91亿元、4.27亿元，主要系公司于本报告期完成同一控制下溢

价收购飞机工业55%股权，冲抵资本公积及盈余公积所致。 

（11）库存股比年初增长67.12%，主要系本报告期实施股份回购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比年初下降123.16%，主要系加元及英镑兑人民币汇率下降，外币报表折算使得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所致。 

2、利润表情况： 

（1）利息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26.56%，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借款利息所致。 

（2）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减少损失183.87万元，主要系公司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到期交割损失减少

所致。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346.69万元，主要系公司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评估收益增加所

致。 

（4）信用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下降85.01%，主要系公司因疫情影响销售减少，应收款下降，使得坏

帐准备计提减少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减少428.31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转回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所致。 

（6）资产处置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267.84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废旧资产出售产生的收益较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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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33.26%，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镁瑞丁确认保险理赔款同比减少，

以及公司去年同期确认无锡雄伟业绩补偿款所致。 

（8）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987.63万元，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设备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9）所得税比去年同期下降53.54%，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利润下降所得税减少所致。 

（10）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34.64%、41.29%，主要系受国内外

疫情影响，销售及毛利率下降致使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11）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比去年同期减少21,161.51万元，主要系加元等汇率变化所致。 

3、现金流量表情况 

（1）收到的税费返还比去年同期下降62.65%，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出口下降致使出口退税

减少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下降30.4%，主要系本报告期镁瑞丁收到保险理赔款

同比减少所致。 

（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下降42.75%，主要系其他货币资金变动及费用支付

同比减少所致。 

（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下降99.41%，主要系去年同期理财收回的资金较多所致。 

（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比去年同期下降74.4%，主要系本报告

期处置资产同比减少所致。 

（6）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长846.75%，主要系收回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借款所

致。 

（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下降59.82%，主要本报告期支

付购买资产款项减少所致。 

（8）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2亿元，主要为去年同期支付收购苏

州御翠源股权款所致。 

（9）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2.55亿元，主要系同一控制收购的飞机工业公司收购前

借给控股股东的借款。 

（10）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9,150万元，主要系同一控制收购飞机工业在其收购前所吸收投

资所致。 

（11）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长102.68%，主要系本报告期借款到期置换增加所致。 

（12）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长256.96%，主要系本报告期归还到期银行借款同比增加

所致。 

（13）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下降31.58%，主要系公司分红同比减少所致。 

（1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23.71亿元，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股份回购股票2.25亿

元，及支付同一控制收购飞机工业55%股权24.18亿元收购款所致。 

（15）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比去年同期减少5,483万元，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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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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并于2019年12月2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决定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

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33,118,80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51%，最高成交价7.71元/股，最低成交价6.28元/股，成交总金额22,450.06万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本次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33,118,80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1%，成交总金额22,450.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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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万

丰奥特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

 

 

 

 

 

 

 

 

 

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

诺 

1、控股股东万丰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万丰集团摩托车铝合金车轮业

务已全部注入上市公司，为避免与上市公司产生

同业竞争，万丰集团已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

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

万丰奥威本次重组完成后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

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如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可能在将来与万丰奥

威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万丰奥威发生利益冲突，本

公司将行使否决权，或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

公司控制的公司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2011 年 07

月 21 日 

 

 

 

 

 

 

 

 

 

长期 

 

 

 

 

 

 

 

 

报 告 期

内，未发

生上述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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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陈爱莲和

吴良定家族 

以确保与万丰奥威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

争，或将本公司和本公司控制的公司产生同业竞

争的业务以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机

全部注入万丰奥威。如有在万丰奥威经营范围内

相关业务的商业机会，本公司将优先让与或介绍

给万丰奥威。对万丰奥威已进行建设或拟投资兴

建的项目，我公司将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

避免与万丰奥威相同或相似，不与万丰奥威发生

同业竞争，以维护万丰奥威的利益。" 

2、实际控制人陈爱莲和吴良定家族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为避免同业竞

争，万丰奥威实际控制人陈爱莲和吴良定家族出

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作出如下承诺："我们控制的公司及单位将

不会从事任何与万丰奥威本次交易完成后或未

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如

我们控制的公司及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可能与万

丰奥威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万丰奥威发生利益冲

突，我们将行使否决权，或将放弃或将促使我们

控制的公司或单位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

务，以确保与万丰奥威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

竞争，或将我们控制的公司或单位产生同业竞争

的业务以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机全

部注入万丰奥威。如有在万丰奥威经营范围内相

关业务的商业机会，我们将优先让与或介绍给万

丰奥威。对万丰奥威已进行建设或拟投资兴建的

项目，我们将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避免与

万丰奥威相同或相似，不与万丰奥威发生同业竞

争，以维护万丰奥威的利益。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控股股东万

丰奥特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及实际控

制人陈爱莲

和吴良定家

族 

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

诺 

在作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期间，不设

立从事与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公司有相同或

类似业务的子公司。 

2006 年 11

月 28 日 
长期 

报 告 期

内，未发

生上述情

况 

股权激励承诺 -- -- -- -- -- --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万

丰奥特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及实际控

制人陈爱莲

和吴良定家

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

诺 

1、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

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

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承诺方拥有控制权的其他

企业（不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不从事或参

与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或

2020 年 2

月 22 日 
长期 

报 告 期

内，未发

生上述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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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业务。 

2、如日后承诺方及承诺方近亲属（如承诺方为

自然人）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的经营活动可能

与上市公司从事业务产生同业竞争，承诺方将促

使承诺方及承诺方近亲属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

业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并愿意承担由

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3、如承诺方或承诺方拥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

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或参与任何可能与上市公

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

业机会书面通知上市公司，如在通知中所指定的

合理期限内，上市公司书面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

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优先提供

给上市公司。 

4、如因承诺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

损失的，取得的经营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并需

赔偿上市公司所受到的一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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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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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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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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43 0 0 

合计 312.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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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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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丰集

团 
控股股东 31,350 5.10% 

质押

担保 

2019.01.15-

2020.04.15 
0 0.00% 已解除  已解除 

万丰集

团 
控股股东 31,600 5.14% 

质押

担保 

2019.10.25-

2020.10.23 
0 0.00% 已解除  已解除 

万丰集

团 
控股股东 69,762 11.34% 

连带

责任

保证 

2019.07.19-

2024.07.18 
54,480.8 8.86% 

该融资担保事

项为海外项目，

受全球新冠状

病毒疫情影响，

洽谈进程受阻，

根据疫情发展

情况决定恢复

洽谈事宜。 

54,480.8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合计 132,712 21.58% -- -- 54,480.8 8.8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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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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联人

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增

占用金额 

报告期偿还

总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

还方式 

预计偿

还金额 

预计偿还时

间（月份） 

万丰集团 
2019-12-5 至

2020-3-24 
资金拆借 12,000 0 12,000 0   - 

万丰集团 
2019-12-5 至

2020-3-25 
资金拆借 26,070 0 26,070 0   - 

绍兴佳景贸易

有限公司 

2019-10-10 至

2020-3-27 
资金拆借 4,200 0 4,200 0   - 

绍兴佳景贸易

有限公司 

2019-10-15 至

2020-3-27 
资金拆借 800 0 800 0   - 

绍兴佳景贸易

有限公司 

2019-10-17 至

2020-3-27 
资金拆借 2,000 0 2,000 0   - 

绍兴佳景贸易

有限公司 

2019-10-21 至

2020-3-27 
资金拆借 3,000 0 3,000 0   - 

绍兴佳景贸易

有限公司 

2019-10-11 至

2020-3-27 
资金拆借 5,000 0 5,000 0   - 

合计 53,070 0 53,070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00% 

相关决策程序 公司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

措施的情况说明 

资金占用原因为是控股股东资金拆借，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资金已全

部归还。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责

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意见的披露

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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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申九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

况、轻量化镁合金业务

情况以及各业务领域

详见 2020 年 9 月 3 日在

http://irm.p5w.net/ssgs/S002085/?co

de=002085 网站上公布的《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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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性。 9 月 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9

月 03 日 

上 海 镁镁 合

金 压 铸有 限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睿远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

况、镁瑞丁发展情况以

及镁瑞丁产品竞争优

势及未来发展前景。 

详见 2020 年 9 月 4 日在

http://irm.p5w.net/ssgs/S002085/?co

de=002085 网站上公布的《2020 年

9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9

月 21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菁菁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京晟投资（北

京）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

况、镁合金以及公司通

航飞机制造业务发展

情况。 

详见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

http://irm.p5w.net/ssgs/S002085/?co

de=002085 网站上公布的《2020 年

9 月 2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滨 

                                                                     二○二○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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