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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次季度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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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祝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凯声明：保证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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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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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469,181.80

477,041,464.23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213,723.84

-56,590,261.98

不适用

本报告期比上年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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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92,512.06

-17.61%

60,031,262.65

-16.74%

175,466,252.54

不适用

163,647,821.31

不适用

-3,443,402.34

不适用

-16,568,104.05

不适用

--

--

64,077,985.5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9

不适用

0.187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9

不适用

0.187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6%

不适用

-53.9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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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015,970.01
1,209,536.55
东北电气计入对沈阳高开
178,549,569.56

享有的到期债权

556,376.64
2,774.12
180,215,92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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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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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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128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29.44%

257,077,899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3%

81,494,850

金雷

境内自然人

0.72%

6,310,010

0

赵睿

境内自然人

0.71%

6,195,810

0

傅连军

境内自然人

0.57%

4,974,489

0

黄涛

境内自然人

0.56%

4,896,809

0

缪灏楠

境内自然人

0.51%

4,428,812

0

高艳

境内自然人

0.44%

3,834,194

0

史宇波

境内自然人

0.43%

3,752,436

0

万金春

境内自然人

0.41%

3,579,100

0

人）有限公司
北京海鸿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数量

0

0 质押

81,494,85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数量

257,077,899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7,077,899

81,494,850 人民币普通股

81,494,850

金雷

6,310,010 人民币普通股

6,310,010

赵睿

6,195,810 人民币普通股

6,195,810

傅连军

4,974,489 人民币普通股

4,974,489

黄涛

4,896,809 人民币普通股

4,896,809

缪灏楠

4,428,812 人民币普通股

4,428,812

高艳

3,834,194 人民币普通股

3,834,194

史宇波

3,752,436 人民币普通股

3,752,436

北京海鸿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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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金春

3,579,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9,100

就本公司知晓的范围内，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根据本报告刊发前的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可以知悉、
而且董事亦知悉的公开资料作为基准，本公司确认公众持股量足够。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上述股东中，万金春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01,100 股，通过
明（如有）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078,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3,57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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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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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说

明

支付购买重庆酒店30%股权

货币资金

84,465,112.73

135,274,303.72

-37.56%

应收账款

39,589,841.65

27,140,493.40

45.87%

预付款项

636,215.11

1,019,555.51

-37.60%

2,791,801.91

759,602.00

对价
子公司阜新母线业务增长所
致
前期预付款项中符合要求部

其他应收款
长期待摊费用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应付款

267.53% 投标保证金等增加所致
-100.00% 已全额摊销完毕

40,728.78

-100.00% 已偿还全部短期借款

10,500,000.00

30,174,366.30

18,436,024.06

1,841,807.70

3,275,574.02

203,166,075.45

362,381,183.75

11,429,014.53

17,486,748.75

分结转至损益

63.67% 应付账款账期增加所致
-43.77% 支付前期计提的员工薪酬
-43.94% 债务抵销所致
正常确认本年度应付租金所

租赁负债

-34.64%

致

利润表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2020年1-9月

税金及附加
财务费用
信用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变动比例

2019年1-9月

621,784.86

911,047.21

-119,883.63

-1,344,919.54

-7,128.49

830,784.80

说

明

-31.75% 营业收入减少导致随之减少
本年度子公司逸唐酒店定期
-91.09%

存款减少导致利息收入减少

-100.86% 本年度无大额信用减值发生
主要为东北电气计入对沈阳

179,092,820.66

-

-

高开享有到期债权1.78亿元
本年度子公司阜新母线新厂

其他收益

1,038,010.79

483,443.73

114.71%

营业外收入

1,211,577.83

534,496.39

126.68%

营业外支出

2,041.28

32,250.48

-93.67%

所得税费用

280,256.09

698,038.99

-59.85%

区收到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本年度子公司逸唐酒店收到
违约赔偿金所致
本年度无大额营业外支出发
生
本年度经营亏损致应纳所得
税费用减少

现金流量表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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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年1-9月

变动比例

2019年1-9月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1,867,595.23

20,758,457.77

933,359.75

2,117,505.83

25,665,044.73

39,083,328.89

342.56% 定期存款到期所致

-55.9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少所致

-34.33% 其他经营支出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本年度无固定资产类资金支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

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明

餐饮业务同比萎缩流转税减

支付的各项税费

关的现金

说

178,924.91

-100.00%

出
本年度支付收购重庆酒店相

48,435,719.34

-

-

关代价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本年度子公司阜新母线偿还
225,709.27

131,478.61

41,224.15

1,094.82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额

71.67%

短期借款利息所致

3665.38% 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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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 公司A股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9日出具的《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审字
[2020] 170018号），公司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2,341,085.7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165,739.76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56,590,261.98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 条的有关规定，自2020年5月6
日开市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A股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㈡ 收购重庆海航酒店少数股东股权
2020年4月2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重庆海航酒店投资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逸唐酒店与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酒店控股”）签署重庆海航酒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酒店”）《股权转让协议》（详情参见《关于收购重庆海航酒店投资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3）。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海南逸唐飞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拟购买股权涉及
重庆海航酒店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估值报告》【中威正信评咨字（2020）第 5005-1 号】，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重庆酒店净资产评估值为 16,333.86 万元，逸唐酒店以现金4,890万元受让海航酒店控股持有的重庆
酒店 1,500 万股股权，占重庆酒店总股本的30%。2020年6月29日，该议案获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
年8月26日，已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㈢ 政府征收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南厂区
东北电气全资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阜新母线”）2018 年整体搬迁到阜新市细河区四合镇河西村
玉龙路 369 号的新厂区后，其原有位于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新华路46 号的南厂区（含土地、工业房产、构筑物及附属设施），
属于阜新市政府规划并批准的征收范围。为积极配合市政规划实施，同时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及核心资产利益，阜新母线
与阜新市海州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为“征收办公室”，一家隶属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政府的事业单位）签订《征收补偿
协议》（详情参见《关于政府征收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南厂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根据该协议，
由征收办公室对阜新母线拥有的上述南厂区进行征收，本次征收涉及阜新母线的各项补偿款项合计约4,400 万元。202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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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征收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南厂区的议案》，
2020年6月29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征收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南厂区的议案》。
㈣ 终止非公开发行H股
鉴于公司于2017年4月5日与海航酒店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签订的非公开发行H股《股份认购协议》于2020年6月30日逾期
失效而自动终止，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终止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
行H股股票的申请文件。2020年8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中国
证监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决定终止对公司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详情参见《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
㈤ 重大诉讼进展
1、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起诉公司支付职工安置费纠纷案。2020年8月10日本案在海南省一中院开庭审理，9月
16日海南省一中院签发（2020）琼 96 民初 81 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一中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东北电气公司偿付欠款 2,853
万元、利息及违约金的主张，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且被告东北电气公司已提出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故本院不予支持。海
南省一中院判决如下：㈠ 被告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沈阳市铁西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2853 万元及违约金 142.65 万元；㈡ 驳回原告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
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已于上诉期内向海南省一中院提出上诉申请。目前，本案尚在审理中。

2、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诉讼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本案，并于2019年1月3日向
沈高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等案件材料。2019年5月20日，东北电气收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琼民初69号民事判决书，
因本案各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无人上诉，本案一审判决已经于2019年8月7日生效，东北电气不承担连带责任。2020年9
月10日，东北电气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依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
琼民初 69 号民事判决书，截至 2020 年 9 月 7日，本集团（东北电气及其子公司）依法享有对沈阳高开的到期债权合计
178,549,569.56 元（人民币，下同）（包括：股权转让款、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东北电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已于 2020 年 9 月 7 日通过邮寄通知方式通知沈阳高开：将前述对沈阳高开
享有的到期债权人民币178，549,569.56 元与本公司对沈阳高开负有的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高民初字第 802 号
民事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而产生的同等金额的到期债务进行抵销，即抵销金额为人
民币 178，549,569.56 元。公司已于2020年 9 月 11 日在沈阳高开所在地辽宁省省级有影响的《辽沈晚报》刊登了债务抵
销公告，本次债务抵销行为已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生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公司 A 股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情况，概述见本节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 2020 年 04 月 29 日
明”之“㈠ 公司 A 股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detail?stockCode=000585&announcementI
d=1207684865&orgId=gssz0000585&ann
ouncementTime=2020-04-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收购重庆海航酒店少数股东股权，概述见本节“二、重
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之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 年 06 月 29 日

“㈡ 收购重庆海航酒店少数股东股权”。

detail?stockCode=000585&announcementI
d=1207968734&orgId=gssz0000585&ann
ouncementTime=2020-06-30

政府征收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南厂区，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概述见本节“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 2020 年 06 月 29 日

detail?stockCode=000585&announcementI

案的分析说明”之“㈢ 政府征收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

d=1207968683&orgId=gssz0000585&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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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南厂区”。

ouncementTime=2020-06-30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终止非公开发行 H 股，概述见本节“二、重要事项进展
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之“㈣ 终止非

2020 年 08 月 28 日

公开发行 H 股”。

安置费纠纷案，概述见本节“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
重大诉讼进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2020 年 09 月 17 日

展 ”。

detail?stockCode=000585&announcementI
d=1208454520&orgId=gssz0000585&ann
ouncementTime=2020-09-18

子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诉讼案，概述见本
节“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 2020 年 09 月 11 日
说明”之“㈤

d=1208322155&orgId=gssz0000585&ann
ouncementTime=2020-08-29

沈阳市铁西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起诉公司支付职工
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之“㈤

detail?stockCode=000585&announcementI

重大诉讼进展 ”。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stockCode=000585&announcementI
d=1208429054&orgId=gssz0000585&ann
ouncementTime=20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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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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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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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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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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