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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0042）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重要財務資料公告

本公告乃由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9(3) 條刊發。

同時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

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聯交所上市規則第 13.49(3) 條規定，倘發行人無法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9(1) 及 13.49(2) 條規定刊

發其初步財務業績，其須根據尚未經核數師同意之財務業績（據目前可得資料）宣布其業績。

誠如「審閱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所述之原因，本集團的全年業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同時，本公司

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經過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閱的未經審計的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本集團重要財務資料。

在本公告內，除非另有說明，貨幣單位均為人民幣（「人民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法定貨幣。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經審核財務資料乃分別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中國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該統稱包括國際會計

準則委員會頒佈之所有適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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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財務資料

1 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摘要

1.1 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制的本年度主要會計財務數據

公司是否需追溯調整或重述以前年度會計數據

□是 √否

本年比

項目 2019 年 2018 年 上年增減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未經審核

營業收入（千元） 102,341 32,311 216.74% 32,986 63,514 151,740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千元） -40,166 14,596 - -397,058 -99,494 4,933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千元） -41,127 -38,948 -96,661 -99,613 -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46 0.02 - -0.45 -0.11 0.01

稀釋每股收益（元 /股） -0.046 0.02 - -0.45 -0.11 0.01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 - - -39.40% 1.68%

本年末比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上年末增減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未經審核

總資產（千元） 480,017 505,114 -4.97% 306,237 401,830 483,446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 

淨資產（千元） -53,987 8,619 -198,632 202,790 296,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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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境內外會計準則下會計數據差异

報告期不存在同時按照國際會計報告準則與按照中國會計準則披露的財務報告中淨利潤

和淨資產差异情況

2 按照國際會計報告準則編制的合並財務報表

合併資產負債表（未經審計）
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295,816 321,980

流動資產 184,201 183,134

流動負債 415,284 400,227

淨流動負債 -231,083 -217,0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4,733 104,887

非流動負債 113,210 82,771

淨資產 -48,477 22,11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73,370 873,370

儲備 -927,357 -864,751

本公司所有者應占權益 -53,987 8,619

非控制性權益 5,510 13,497

淨資產 -48,477 2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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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計）
2019 年度

2019 年 2018 年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02,252 32,311

銷售成本 -59,647 -26,795

毛利 42,605 5,516

其他收入及收益 5,348 5,317

銷售費用 -35,454 -5,147

管理費用和其他經營費用 -29,660 -39,639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34,695

出售廠房之收益 - 15,810

就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賬款損失準備的沖回（計提） 1,385 -478

財務成本 -1,421 -599

應占聯營企業之虧損 -22,485 -10

除稅前虧損 -39,682 15,465

所得稅費用 -451 -1,367

本年度淨虧損 /利潤 -40,133 14,098

其他綜合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入其他綜

合收益」）公允價值變動 -30,287 -2,245

其他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所産生之匯兌差額 218 32

應占聯營企業其他綜合收益換算時之匯兌差額 -391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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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018 年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後淨額 -30,460 818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70,593 14,916

應占本年度虧損 /利潤

本公司持有人 -40,166 14,596

非控制股東權益 33 -498

本年度淨虧損 /利潤 -40,133 14,098

應占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70,626 15,453

非控制股東權益 33 -537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70,593 14,916

每股收益

基本和稀釋每股收益（元 /股） -0.046 0.02

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計）（續）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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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述

2019 年，世界經濟增長呈現總體放緩態勢。主要經濟體後續增長動能不足 ,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大 ,

美國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已經對全球產業鏈的有效布局造成嚴重干擾 , 世界經濟增長面臨更加不確定

的外部環境。國內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營商環境持續改善，國民經濟運行繼續

保持在合理區間。

全年機械工業全行業發展穩步推進，機械工業全行業經濟運行困難和壓力雖然較大，但利好因素依

然存在，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及進出口貿易均保持了適度增長。

近年來，本集團主營業務為輸變電設備相關產品的研發、設計、生產和銷售。本集團主營產品主要

為封閉母綫，主要應用於電力系統領域，用以提高輸電綫路的輸電能效，支持大功率電能的傳輸，

是電力系統的重要設備。同時，本報告期內，為提升整體持續經營能力，推動業務轉型，公司控股

子公司海南逸唐飛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9 年積極開展酒店餐飲、住宿業務，極大地改善了本集

團的收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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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本集團所處的輸變電設備製造行業受宏觀經濟結構性調整因素影響，行業產能相對過剩，

市場競爭异常激烈；本集團所處的酒店服務行業受區域經濟下行的影響，整體消費能力减弱，本集

團面臨的經營壓力日趨加大。面對複雜嚴峻的經營形勢，本集團上下緊密圍繞工作大局，勤勉盡責，

奮勇攻堅。在董事會的領導下積極妥善應對各種不利局面，全面落實股東大會、董事會决策部署，

優化產業布局，強化經營管理，各項工作穩步推進。

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約 10,200 萬元，爲上年度的 216.46%，增加約 7,000 萬元；歸屬于本

公司權益股東的年內淨虧損約為 4,000 萬元。

分部收入

本年度確認的每個重要分類的收入列示如下：

2019 年 2018 年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照國際會計報告準則第 15 項下來自客戶合同的收入

電力轉化設備及相關附件銷售收入 40,937 32,105

餐廳服務供應收入 53,299 -

管理費收入 1,140 206

來自經營租賃的租賃收入 95,376 32,311

客房 6,876 -

102,252 3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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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報告期內主要工作如下：

1. 撤銷 A股退市風險警示情況

根據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於 2019 年 3 月 28 日出具的《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

公司審計報告》（瑞華審字【2019】48190004號），公司2018年度實現營業收入32,311千元，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 14,596 千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為 8,619 千元。

同時，鑒於公司 2018 年度和 2019 年第一季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

潤均為負值，主營業務盈利能力仍較弱。深圳證券交易所自 2019 年 8 月 21 日開市起對公司 A

股股票撤銷退市風險警示並實施其他風險警示。

2. 公司生產經營情況

(1) 完成技術改造項目，拓展售後維修業務

本報告期內，東北電氣全資子公司阜新母綫完成技術改造，新廠區全部投入使用，大大

提升母綫產品製造的工藝水平，使產品市場競爭能力明顯提高，從根本上扭轉封閉母綫

產品由於設備陳舊、工藝水平下降等因素導致的訂貨萎縮狀況。同時，阜新母綫利用原

有電站客戶資源，提供母綫產品維修、維護售後服務，增加服務性收入，提高利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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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酒店類業務

本集團積極推動新增酒店類業務轉型呈現顯著成效，本集團控股子公司海南逸唐飛行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與關聯方海航集團旗下酒店陸續簽署了場地租賃協議及酒店委托管理協

議，自 2019 年 2 月份起相關業務逐步落地，2019 年全年新增酒店類業務收入超 6,100

萬元。依托管理層在酒店行業的豐富管理經驗及專業知識，打造特色精品機場空港酒店，

為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注入新活力，推動公司由傳統製造業向現代服務業轉型。

(3) 加強防範財務風險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加強內部財務管理和監控，實行重點項目重點跟進，有針對性的制

定合理目標及具體措施，對防範財務風險和提高經營業績起到積極作用。

(4) 加強人力資源管理，提升人力資源質量

本報告期內，結合子公司經營業務開展，著力於強化人力資源隊伍建設，調整本集團人

員結構，在滿足本集團管理及經營需求的同時，人員素質及能力得到顯著提高，人員配

置結構更加合理。



10 東北電氣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3. 重大訴訟進展

(1) 瀋陽市鐵西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局起訴公司支付職工安置費糾紛案。2018 年 7月 31日，

東北電氣收到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瀋陽中院」）（2017）遼 01 民初

430 號民事判决書，瀋陽中院就瀋陽市鐵西區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鐵西國

資局」）與東北電氣、瀋陽高壓開關有限責任公司、新東北電氣（瀋陽）高壓開關有限

公司合同糾紛案作出一審判决。瀋陽中院對於原告鐵西國資局要求被告東北電氣償付欠

款 2,853 萬元、利息及違約金的主張，不予支持。原告鐵西區國資局已於上訴期內向瀋

陽中院提出上訴申請，2018 年 12月初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的上訴申請，

並於 2019 年 5 月 8 日二審開庭。2019 年 8 月 21 日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簽發（2018）遼

民終 1032 號民事裁定書，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瀋陽中院一審判决認定基本事實不

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裁定如下：

 

( 一 ) 撤銷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遼 01 民初 430 號民事判决；

(二 ) 本案發回遼寧省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重審。

公司後續將依據法律法規推進案件應對工作，並根據本案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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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公司阜新封閉母綫有限責任公司訴訟案。在 2008 年 9 月 22 日之前阜新母綫持有新東

北電氣 ( 瀋陽 ) 高壓隔離開關有限公司 ( 原瀋陽新泰高壓電氣有限公司 )74.4% 股權 ( 以

下簡稱「標的股權」)，因東北電氣履行最高人民法院 2008 年 9 月 5 日對國家開發銀行

訴訟案的 (2008) 民二終字第 23 號終審判决書，經協調全資子公司阜新母綫，阜新母綫

向瀋陽高壓開關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瀋陽高開」）無償返還標的股權，並按照公

司註冊地工商部門要求於 2008 年 9 月 22 日完成股權變更登記。由此，阜新母綫持有的

標的股權已經無償返還瀋陽高開，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於2017年8月31日作出的(2017)

最高法執複 27 號執行裁定書「經東北電氣協調無償返還案涉股權的事實不能認定」。鑒

於瀋陽高開未支付 1,600 萬美元股權轉讓款構成違約，為維護自身利益，阜新母綫遂向

瀋陽高開、東北電氣兩家被告提出返還標的公司股權轉讓款的訴訟申請。海南省高院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立案受理本案，並於 2019 年 1 月 3 日向瀋陽高開公告送達起訴狀等

案件材料。2019 年 3 月 21 日開庭審理，2019 年 5 月 20 日收到海南省高院一審判决書，

因被告公告期內未上訴，本案形成終審裁定，東北電氣不承擔連帶責任。

4. 重大資產出售事項

為了優化公司資產結構，减少資產减值損失，維護投資者利益，2017 年 9 月 17 日公司董事會

决定出售虧損嚴重的子公司新錦容，該出售事項在獲得深交所、香港聯交所以及公司 2018 年

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審核通過後，2018 年 12 月 14 日已完成股權轉讓的工商變更登記。公司於

2019 年 6 月 6日對外披露《重大資產出售實施情況報告書》、《國浩律師事務所關於公司重大

資產出售實施情況的法律意見書》和《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公司重大資產出售實施情況

之獨立財務顧問核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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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發行 H股

為了籌集資金，擴大股東基礎，提升公司資本實力，2017 年 4 月 5日北京海鴻源之一致行動人

海航酒店（香港）與上市公司簽訂《認購協議》，海航酒店（香港）按每股 2.40 港元的價格

認購東北電氣擬配發及發行的 155,830,000 股新 H 股股份。北京海鴻源與一致行動人海航酒店

（香港）均為海航集團的附屬公司。該事項已獲得 2017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A股類別股東

大會及 H 股類別股東大會批准通過，並按照有關程序向境內、境外監管部門申請核准。目前尚

在中國證監會國際合作部審核中。 

財務狀況分析

資產和利潤表項目變動的情况及原因

單位：人民幣千元

項目 2019 年 2018 年 變動比例 變動原因

營業收入 102,252 32,311 216.46% 存量業務及新業務增長所致

營業成本 -59,647 -26,795 – 存量業務及新業務增長所致

利潤總額 -39,682 15,465 – 收入、費用等科目變動導致

淨資産 -53,990 8,619 – 受經營虧損和金融資産公允價值變動影響

本報告期內，本公司附屬子公司海南逸唐飛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拓展酒店餐飲業務，完成收入 6,132

萬元，實現盈利 600 萬元；阜新封閉母綫收入較上年同期增長 900 萬元，實現經營减虧逾 200 萬元；

加之 2018 年度完成虧損子公司出售同比减虧和本年度嚴控成本費用支出等因素，本公司本年度經營

性虧損大幅减少約 2,000 萬元；本公司持有少數股權的標的聯營公司和其他權益工具投資標的公司

經營狀况惡化，導致虧損增加約 2,200 萬元，致使公司整體經營虧損較去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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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公司完成重大資產重組出售事項，實現投資收益約 3,400 萬元。此外，公司子公司

阜新母綫新廠區搬遷項目收到搬遷補償資金 2,000 萬元計入 2018 財年損益表中。而本報告期

無此類非經營性損益項目。

本報告期，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下降 6,260 萬元至 -5,400 萬元，此乃由於營運虧損

及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導致淨虧損所致。

未來發展展望

1. 行業發展趨勢和競爭格局

近年來受國際和國內宏觀經濟形勢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預期放緩，國內電力需求增長和

投資也將隨之放緩。國家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電網建設的重點轉向特高壓輸電

綫路和智能電網的建設，清潔能源發電比例持續提高，火電機組向大容量、高參數、環

保型方向發展。預計 2020 年國內宏觀經濟仍將維持穩定增長狀態，同時經濟結構調整、

持續進行的供給側改革對部分國民經濟基礎行業產生不利影響，叠加 2019 年底突發新型

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及持續擴散的不確定性影響，預測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對電力行

業，尤其是對火電行業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仍將是大概率事件，導致電力行業以及上下游

行業的需求不足和效益受損，從而進一步對公司未來業績產生不良影響。

同時，受疫情持續的不確定性影響，國內旅行、住宿及餐飲行業在 2020 第一季度遭遇重

創，業內預期全年收入和利潤發生不同程度的下降、現金流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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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發展戰略

2020 年公司將主動適應國家經濟發展新常態、能源發展新格局、創新發展新趨勢，把品

牌建設作為重點戰略，依靠自身資源整合能力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高效利用。以提高發

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主綫，以開拓市場為龍頭，推進產業存量

提升和增量培育，培育發展新動能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協同發展新格局，重新打造

公司產業結構。

3. 2020 年度經營計劃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公司積極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全面啓動疫情防控，有序穩步

恢復生產，在當地政府和大股東的支持下，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深入挖掘潜在資源，

共克時艱。2020 年，公司將以優化產業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為著力點，實現變革創新、

提質增效。通過完善內控制度，強化內部管理，持續提升企業運營效率和核心競爭力，

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公司經營業績。努力搶抓機遇，充分利用資本市場，對主營業務和經

營戰略進行調整和改變，增強上市公司的持續盈利能力和綜合競爭實力，促進上市公司

的發展，最大限度地保護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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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 年公司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 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推動管理團隊轉變思維，積極開拓創新、開源節流，激

發管理團隊活力、幹勁和創造力，通過開拓新市場、新客戶，推動和提升公司的發

展、創新能力。

(2) 在大股東的支持下，公司將積極轉變經營發展思路，創造條件逐步開展產業結構調

整，推進產業升級，提升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和資產質量，提高公司的

風險抵禦能力和核心競爭力。2020 年本公司之母公司北京海鴻源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海鴻源」）已出具財務支持的承諾函，在承諾函出具之日起一年內，承

諾無條件為公司提供財務支持，包括以提供資金、擔保等方式，協助公司補充營運

資金。目前，公司全資子公司瀋陽凱毅電氣有限公司（「瀋陽凱毅」）已與北京海

鴻源簽署借款合同，2020 年度內北京海鴻源繼續向瀋陽凱毅出借借款（本金）餘

額最高不超過 5,000 萬元，用於支持上市公司生產經營。

(3) 2020 年 2 月 14 日，中國證監會發布新修訂的《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新

規放寬了對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的要求，有利於公司運用資本市場融資手段，積極

拓展融資渠道。同時，繼續推進新增非公開發行 H 股在證券監管部門的審批工作，

通過權益性融資手段進一步優化主營業務，積極拓展新業務板塊機會，增強公司的

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4) 根據市場變化和需求，積極調整業務結構，加速向現代服務產業轉型進程，優化整

體布局；開發新客戶群體，完善和強化銷售體系，提高主營業務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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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尋求發展新空間，公司將繼續依托全資附屬子公司海南逸唐飛行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為平臺，研究探索發展業務模塊，依托大股東的資源和人才優勢，積極開展酒店

類業務，使上市公司的業務範圍得到擴充，資產組合結構得到改善，為上市公司的

持續經營注入新的活力。該等酒店類業務所產生的收益及利潤將有助於上市公司由

傳統製造業向現代服務業態拓展。

(6) 積極調動和深入挖掘自身資源，加強全面預算管理和成本管控，嚴格控制各項費用

支出，降低經營成本，最大限度提高主營業務盈利水平。

(7) 嚴格按照上市公司規範運作的要求，不斷提高工作標準和完善內部控制體系，建立

健全企業運營組織機構，不斷完善各項內部控制制度，加強風險控制措施，降低公

司經營風險，使公司的內控制度更具有可操作性，杜絕有損上市公司及股東利益的

情況發生，實現公司經營目標。

公司上述對未來發展的展望，不構成公司對投資者的實質承諾，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

險。

資金狀況

2020 年，公司將有效運用資本市場在內的多種融資手段，積極拓展融資渠道，爭取資金來源暢

通，進一步改善融資結構，降低財務成本，鞏固公司持續經營能力。

與持續經營相關的重大不確定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虧損人民幣 40,133,000 元，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淨流動負債人民幣 231,083,000 元。該等情況表明存在可能導致本集團持

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經考慮本集團正施行的措施後，董事認為本集團將

能持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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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面臨的風險及應對措施

1、 宏觀經濟環境帶來的市場風險

公司所屬行業與電力設備行業需求密切相關，行業的景氣程度也與國家經濟有直接的關

係，對公司業績影響較大，需持續關注國家宏觀經濟以及全球經濟對行業的影響。同時，

公司所在酒店經營管理行業 2020 年第一季度業務受疫情影響明顯，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仍

對公司經營影響顯著，公司將嚴格按照政府相關部門要求開展疫情防控相關工作，同時

積極申請政府扶持政策落地。

2、 市場競爭風險

公司生產的封閉母綫及運營的酒店類業務為公司的主營業務，日益加劇的市場競爭對行

業的平均利潤水平產生了不利影響。公司將持續提升技術水平、增強創新能力、擴大產

能規模和提高經營管理效率，遏制疫情突發因素帶來公司營業收入减少，產品及服務毛

利率水平及盈利能力持續降低的態勢，鞏固公司持續經營能力。

3、 戰略轉型風險

為確保公司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公司正在實施戰略轉型，布局酒店類現代服務行業。

如公司由於各種原因未能儘快實施，則公司有可能面臨戰略轉型進程放緩甚至失敗的風

險。公司將積極推進相關工作，同時積極尋找相關業務，采取多種方式逐步實現戰略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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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由於中國部分地區因對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受到旅行限制，目前為止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的審核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告載列

之未經審核財務資料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作出審閱，尚未取得本公司審計機構同意，目前預計二零

一九年全年業績之刊發日期將推遲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於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會刊發進一步公告︰⑴經審核業績公告；⑵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取得本公司核數師同意，以及比較本公告載列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之重大相异之處（如有）；⑶擬即將召開的股東周年大會的建議日期；及⑷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周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資格而暫停本公司普通股股份過戶登記的日期。此外，如在完成審核程序過程

中有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董事會提請各位注意，上文所載資料僅基於董事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未經審核管理帳目得出，而該等賬目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本公司核數師並未對未經審

核之財務資料進行審閱或審核，因此未經審核之財務資料可能會因應審計工作的完成需要而作出調

整。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祝捷

董事長

中國海南省海口市，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含五名執行董事：祝捷先生、馬雲女士、包宗保先生、蘇偉國先生及劉華

芬女士；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銘先生、錢逢勝先生及方光榮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