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作 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6644 2020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 股 编号：临 2020-019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3 月，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合并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载运量
2020年 3月 2020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收入客公里（RPK）（百万）
国内 1786.45 172.08 -81.47 8881.70 -70.30
地区 0.00 - - 26.18 -80.68
国际 97.69 -59.25 -96.00 2665.73 -64.40
合计 1884.14 109.86 -84.47 11573.62 -69.16
收入吨公里（RTK）（百万）
国内 182.92 162.33 -80.22 871.27 -68.92
地区 0.00 - - 2.36 -80.95
国际 16.00 -49.31 -94.85 317.22 -64.33
合计 198.92 96.11 -83.96 1190.86 -67.86
收入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26.01 99.94 -61.69 99.60 -47.29
地区 0.00 - - 0.10 -83.49
国际 7.40 -31.22 -92.14 84.81 -63.91
合计 33.41 40.48 -79.42 184.51 -56.54
载客人数（千人）
国内 1165.88 161.49 -82.26 5837.24 -71.02
地区 0.00 - - 18.51 -78.47
国际 16.00 -52.16 -96.31 418.77 -67.30
合计 1181.88 146.07 -83.20 6274.52 -70.83
货运及邮运量（千吨）
国内 14.49 93.96 -62.63 57.46 -46.73
地区 0.00 - - 0.06 -83.55
国际 0.83 -28.66 -91.66 8.99 -63.76
合计 15.32 77.33 -68.64 66.51 -50.01

载运力
2020年 3月 2020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可利用客公里（ASK）（百万）
国内 2957.02 93.79 -72.92 12943.59 -61.48
地区 0.00 - - 48.37 -71.08
国际 198.48 -60.65 -94.59 4011.81 -62.12
合计 3155.50 55.04 -78.45 17003.78 -61.67
可利用吨公里（ATK）（百万）
国内 244.12 124.76 -75.66 1177.83 -62.35
地区 0.00 - - 3.74 -74.53
国际 23.13 -53.87 -94.12 442.46 -61.75
合计 267.26 68.06 -80.93 1624.02 -62.23
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百万）
国内 87.21 68.06 -40.25 406.15 -21.01
地区 0.00 - - 1.48 -48.90
国际 14.54 -50.46 -91.80 210.04 -58.20
合计 101.75 25.04 -68.60 617.67 -39.42

载运率
2020年 3月 2020年累计

数值（%） 环比（%） 同比（%） 数值（%） 同比（%）
客座率（RPK/ASK）
国内 60.41 17.38 -27.86 68.62 -20.38
地区 0.00 - - 54.13 -26.90
国际 49.22 1.69 -17.39 66.45 -4.25
合计 59.71 15.60 -23.12 68.06 -16.54
货邮载运率
国内 29.82 4.75 -16.68 24.52 -12.22
地区 0.00 - - 6.81 -14.28
国际 50.93 14.25 -2.21 40.38 -6.38
合计 32.84 3.61 -17.26 29.87 -11.76
总体载运率（RTK/ATK）
国内 74.93 10.73 -17.28 73.97 -15.63
地区 0.00 - - 63.14 -21.30
国际 69.16 6.21 -9.73 71.70 -5.17
合计 74.43 10.65 -14.03 73.33 -12.83

注：1、以上数据包括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福州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北部湾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运输统计数据；

2、受疫情影响，本月地区航线全线停飞；
3、收入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4、收入吨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5、收入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量；
6、可利用客公里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7、可利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8、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是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9、客座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利用客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货邮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货邮运除以可利用吨公里—货邮运所得的百分比；
11、总体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利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2020 年 3 月，本集团未引进新飞机，退出 1 架 B737-800、1 架 B787-900 飞机。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 354 架飞机。
自 2020 年 1 月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各国政府为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呼吁民众减少出行计划并陆续出台了多种出行限制措施，导致全球航空业需

求大幅萎缩。本集团根据相关政策及市场需求及时调整运力配给，暂停或调整了部分航班的运营，加强旅客和员工的防疫保护工作。同时，在疫情期间通过大力发展包机业
务、客改货业务等多种方式增加收入。 虽然公司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降低疫情的影响，但鉴于疫情对民航运输业的大力冲击，公司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会受到重大
影响，且因疫情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公司 2020 年上半年的具体不利影响程度将视后续情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将持续关
注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战略措施，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经营数据根据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上述经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
差异。 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经营数据的权利。 公司披露的月度经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
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5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情况：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0 年度相互提供担保
计划担保金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
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向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504,303.22 万元；下属担保公司为客户购买公司产品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 47,303.98 万元；担保余额合

计 551,607.2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19 年末）净资产的 30.50％，累计未收回的担保代偿款余额合计 2,793.44 万元，目前正在追偿中。
2020 年 4 月 17 日，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随着公司农业及光伏新能源业务的加速发展，经营规模不断上升，资金需求也随之增大。 为更好地支持下属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根据实际经营需要，2020 年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拟相互提供担保，担保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类型：
1、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2、下属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
3、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4、由第三方担保机构为下属子公司或公司的相关业务提供担保，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向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
根据目前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拓展速度，预计上述担保事项涉及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不包括票据池业务涉及的相互担保）。上述担保额度

的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该担保额度在授权使用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为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授权
严虎先生在上述担保额度授权使用期限内审核并签署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相关担保事项文件；当与金融机构或其他单位发生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或期限超
过二十年（含二十年），并且需要本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经济业务时，则由刘汉元先生或董事长亲自签署。 以上业务发生时不再单独上报董事会审议，不再对金融
机构或其他单位另行出具相关的董事会担保决议。

公司预计担保金额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最高担保金额（万元）

本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 701,000
下属控股子公司 1,159,000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60,000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 80,000

合计 2,000,000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预计的担保额度，在担保总额不超过 200 亿元的前提下，担保额度可以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调剂。
二、审议程序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为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包括以下情形：（1）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对象提供担保；（2）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3）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担保；（4）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担保；（5）连续 12 个月内担
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的担保；（6）连续 12 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的担保。

预计该周期内将对包括但不限于附表 1 所列子公司提供担保，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见附表 1、附表 2。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的具体内容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具体担保业务实际发生时为准。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0 年度相互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各自经营所需资金需求，担保对象为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授权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因上述担保事项所取得

的授信融资额度可解决其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保障其生产经营正常有序开展，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广大投资
者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504,303.22 万元；下属担保公司为客户购买公司产品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 47,303.98 万元。担保余额合

计 551,607.2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19 年末）净资产的 30.50％，累计未收回的担保代偿款余额合计 2,793.44 万元，目前正在追偿中。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 1：预计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附件 2：预计被担保对象的财务数据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表 1：预计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
元） 注册地 经营范围 与公司的关系

1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谢毅 160,000.00 四川成都 电池片、组件生产经营 全资公司
2 通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司 谢毅 215,000.00 安徽合肥 电池片、组件生产经营 全资公司
3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 段雍 125,550.54 四川乐山 高纯晶硅及化工 全资公司
4 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 段雍 120,000.00 内蒙古包头 高纯晶硅 全资公司
5 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 段雍 120,000.00 四川乐山 高纯晶硅 控股公司
6 泗洪通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李念福 1,000.00 江苏泗洪县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7 敖汉旗薪火新能源有限公司 邓卫平 13,800.00 内蒙古敖汉旗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8 天津滨海新区通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李念福 5,000.00 天津滨海新区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9 凌海中清新能源有限公司 何东键 100.00 辽宁凌海市 光伏电力经营 全资公司
10 广东通威饲料有限公司 邓金雁 6,000.00 广东佛山 饲料生产经营 全资公司
11 朝阳和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何东键 10,000.00 辽宁朝阳市 光伏电力经营 全资公司
12 钦州通威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冷刚 5,000.00 广西钦州市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13 通力渔光一体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李念福 5,000.00 南京市六合区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14 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薛峰 20,000.00 海南澄迈县 水产品加工、饲料生产及销售 全资公司
15 马鞍山通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何东键 5,000.00 安徽马鞍山 光伏电力经营 全资公司
16 通威渔光一体如东有限公司 何东键 16,000.00 江苏南通市 光伏电力经营 全资公司
17 通威渔光一体南昌有限公司 冷刚 24,610.00 江西南昌市 光伏电力经营 全资公司
18 东兴通惠新能源有限公司 冷刚 5,000.00 广西东兴市 光伏电力经营 合资公司
19 泽州县晶耀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何东键 1,000.00 山西泽州县 光伏电力经营 全资公司
20 通威渔光一体科技（江门）有限公司 李念福 5,000.00 广东江门市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21 镇江市通威环太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冷刚 5,000.00 江苏镇江市 光伏电力经营 全资公司
22 宁夏通威现代渔业科技有限公司 冯美清 5,000.00 宁夏贺兰县 光伏电力经营 全资公司
23 通榆云慧新能源有限公司 冷刚 1,000.00 吉林通榆县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24 东港通威渔光一体科技有限公司 李念福 5,000.00 辽宁东港市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25 攀枝花通威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邓卫平 3,682.00 四川攀枝花市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26 高青通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邓卫平 2,000.00 山东高青县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27 通威渔光一体科技（怀宁）有限公司 李念福 5,000.00 安徽怀宁县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28 西昌通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何东键 1,000.00 四川西昌市 光伏电力经营 全资公司
29 通威渔光一体科技（定安）有限公司 李念福 5,000.00 海南定安县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30 通威渔光一体长丰有限公司 李念福 5,000.00 安徽长丰县 光伏电力经营 控股公司

附表 2：预计被担保对象的财务数据

序号 单位名称
2019年（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率
1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924,713.10 637,763.07 286,950.03 744,836.71 92,424.71 68.97%
2 通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司 637,745.20 358,469.79 279,275.41 337,468.42 39,506.36 56.21%
3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 503,795.90 195,436.27 308,359.63 125,084.31 46,345.53 38.79%
4 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 389,000.12 260,869.03 128,131.09 96,944.07 8,131.09 67.06%
5 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 375,806.35 236,428.17 139,378.18 124,654.22 19,391.24 62.91%
6 泗洪通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128,258.90 82,416.68 45,842.22 11,434.15 2,871.12 64.26%
7 敖汉旗薪火新能源有限公司 70,591.33 50,062.30 20,529.03 11,906.75 4,850.55 70.92%
8 天津滨海新区通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64,709.14 53,771.73 10,937.41 2,424.07 563.20 83.10%
9 凌海中清新能源有限公司 48,164.89 36,711.70 11,453.19 7,762.06 4,047.79 76.22%
10 广东通威饲料有限公司 44,916.49 17,322.38 27,594.11 97,397.16 18,379.45 38.57%
11 朝阳和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36,428.42 28,166.14 8,262.28 4,782.47 1,355.62 77.32%
12 钦州通威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36,387.49 27,635.80 8,751.69 3,624.54 932.84 75.95%
13 通力渔光一体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35,980.53 26,526.96 9,453.57 4,897.27 1,519.77 73.73%
14 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34,452.73 17,505.94 16,946.79 122,203.74 2,592.87 50.81%
15 马鞍山通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31,222.93 23,897.52 7,325.41 1,907.32 283.01 76.54%
16 通威渔光一体如东有限公司 26,805.76 10,393.51 16,412.25 3,929.53 1,799.51 38.77%
17 通威渔光一体南昌有限公司 22,036.53 178.14 21,858.39 2,914.57 1,874.59 0.81%
18 东兴通惠新能源有限公司 20,640.95 15,179.78 5,461.17 1,691.72 534.01 73.54%
19 泽州县晶耀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636.10 14,929.59 5,706.51 3,401.82 982.22 72.35%
20 通威渔光一体科技（江门）有限公司 18,969.87 11,466.58 7,503.29 2,778.87 1,039.00 60.45%
21 镇江市通威环太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18,598.70 11,393.86 7,204.84 2,654.85 977.87 61.26%
22 宁夏通威现代渔业科技有限公司 18,523.21 15,183.01 3,340.20 1,715.78 285.32 81.97%
23 通榆云慧新能源有限公司 18,519.53 15,189.09 3,330.44 2,531.51 771.94 82.02%
24 东港通威渔光一体科技有限公司 17,813.88 12,101.74 5,712.14 2,494.53 831.19 67.93%
25 攀枝花通威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15,336.55 9,970.94 5,365.61 2,305.22 752.23 65.01%
26 高青通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15,063.13 11,390.36 3,672.77 2,023.47 408.63 75.62%
27 通威渔光一体科技（怀宁）有限公司 13,860.47 10,815.81 3,044.66 1,560.77 218.27 78.03%
28 西昌通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12,665.07 10,114.52 2,550.55 1,727.11 79.12 79.86%
29 通威渔光一体科技（定安）有限公司 12,461.03 10,397.19 2,063.84 649.42 245.37 83.44%
30 通威渔光一体长丰有限公司 6,953.05 4,619.16 2,333.89 1,228.66 540.53 66.43%

注：公司光伏电站项目对外融资采用项目公司股权质押、设备抵押、收费权质押、上市公司担保加商业保险收益的综合担保方式，电站一次性投资建设，后续运维成本
低，发电收益稳定，能及时偿付债务本息，担保风险较小。

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009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原预计披露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后的披露日期：2020 年 6 月 30 日
一、审议程序情况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武汉控股”）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
审计年度报告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
司难以按原计划完成年报相关工作，客观上无法按规定如期披露经审计的 2019 年
年度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
关事项的公告》（[2020]22 号）及上交所《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 2019 年年度报告披
露工作的通知》（上证发 [2020]23 号）相关规定，为确保年度报告的准确性及完整
性，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披露日期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二、延期披露说明
（一）无法按期披露的原因
受疫情影响，武汉直至 2020 年 4 月 8 日才基本解除城际交通管制，武汉市外项

目员工得以返回工作驻地并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公司供应商、往来单位等陆续复工
复产中，其工作恢复状况各不一致。 因而公司外部重要审计证据如函证等无法及时
被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单位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中审众环事务所”）获取，公司外地项目的资料提供及现场核查环节在管制
解除前也无法按期完成，故而导致中审众环事务所未能如期完成必要的审计工作，
尚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出具公司 2019 年年度
审计报告，公司也无法如期对 2019 年年报进行披露。

（二）受疫情影响事项及程度
公司的主要经营地位于武汉市， 由于武汉市为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的

重灾区，受武汉市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影响，公司直至 2020 年 4 月 8 日方陆续复
工，公司财务人员以及财务审计相关的其他部门人员直至 2020 年 4 月 8 日方陆续
到岗，且公司在武汉市外的项目公司人员直至 2020 年 4 月 8 日离汉通道管控解除
后方得以返回项目所在地。 上述情况的影响使得公司部分财务报表项目尚无法确
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隧道营运等公用事业及基础设施服务，主要业务
位于武汉市及湖北省内其他城市，因受疫情影响，支持收入确认的相关材料及证据
不能及时取得，影响了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应交税费、税金及附加、信用减值
损失、所得税费用等科目的确认；

2、由于受疫情管控措施的影响，公司往来供应商及工程施工客户的复工时间
不定，使得公司往来对账程序无法正常实施，影响了在建工程、应付账款等科目的
确认；

3、公司联营企业的主要经营地位于武汉市区，由于受疫情管控措施的影响，直
至 2020 年 4 月 8 日方陆续复工，使得 2019 年度的审计报告尚未出具，影响了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投资收益的确认。

同时，由于疫情期间武汉市实行严格的小区封控和办公场所防控措施，以及外
地返汉人员受当地疫情防控的限制，公司员工无法到公司办公，中审众环事务所审
计人员无法到公司现场实施审计工作。 直至 2020 年 4 月 8 日，武汉市解除离汉离
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公司员工才得以进入公司办公场所后，中审
众环事务所的部分审计人员才得以到公司总部及湖北省仙桃市、宜昌市、黄梅县等
地实施现场审计工作。

依据已完成的远程实施审计程序所取得的审计证据和编制的审计计划， 中审
众环事务所预计公司 2019 年年报审计尚需实施 30-40 日的现场审计和 10-20 日出
具报告阶段的审计工作才能完成。

综上所述，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编制及审计工作均受到疫情影响， 导致

公司客观上无法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
三、当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目前，中审众环事务所已实施部分的现场审计工作，已完成审计风险评估与审

计计划阶段工作，针对预审计截止时点的控制测试及初步评价、进一步审计程序，
针对年报截止时点的分析性程序，已发出大部分询证函等。

在未实施现场审计前，中审众环事务所无法实施以下重要审计程序：实施武汉
市外项目公司的现场审计工作，如实施检查记账凭证、原始单据等细节测试；实施
实物资产监盘及抽查盘点；实施未收到的回函的替代性程序；根据公司提供的与财
务报表相关的重要审计证据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如收入的核查程序；报告阶段的
审计程序等。

中审众环事务所认为，依据审计准则的规定，实施上述程序对于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实施上述程序可能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重大限制。
同时，中审众环事务所乐观预计，随着现场审计的实施，上述审计受限情况将得到
显著改善。

四、应对措施及预计披露时间
1、已采取的重要措施
为尽快完成审计工作，中审众环事务所已采取以下重要措施：
中审众环事务所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年报审计工作的影响，2 月初即提出

以下总体要求：切实遵守审计准则规定、落实监管部门要求；识别疫情对整体审计
工作的影响，调整项目管理和流程安排；保持职业怀疑，识别和应对舞弊风险；运用
职业判断，设计和执行审计程序。 及时成立疫情工作应急领导小组，关心员工身心
健康，发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技术提示并加强技术支持，制定现场审计和质量控
制复核的远程工作方案，合理调配人力资源等。

审计项目组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执行审计工作
的指导意见》及本所技术指示等，关注、识别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控股 2019 年年报
审计事项的影响，积极通过远程执业方式开展审计工作，统筹安排审计进展。

2、拟采取的重要措施
中审众环事务所还将采取以下重要措施：统筹安排审计资源，保障公司年报审

计项目的及时完成；项目合伙人加强对公司年报审计项目的督导；项目组与公司充
分沟通，有效利用现场审计工作时间，保质保量执行远程方式下未执行的审计程序
等。

3、预计完成审计报告的时间
根据审计工作计划安排及与中审众环事务所的沟通， 中审众环事务所拟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出具审计报告，公司拟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
度报告。

五、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中审众环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延期出具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之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结论性意见如下：
“武汉控股按照前述中国证监会公告 [2020]22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

[2020]23 号的规定，编制和披露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公告》（以下简称《延期披露公告》），说明无法按期披露受
疫情影响的具体事项和程度，披露当前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工作进展、为尽快披露
年度报告已采取和拟采取措施，并明确预计披露时间。《延期披露公告》所载内容，
与我们已实施武汉控股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所取得的审计证据和了解
到的相关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的情况。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关于延期出具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报表之审计

报告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0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本次重组进展情况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2019 年 10 月 1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 经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开市起复牌。

2019 年 10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9]290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2019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披
露了《问询函》的回复、中介机构核查意见及修订后的重组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
件。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的规定，上市公司首次披露
重组方案至发出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通知前， 上市公司应当与交易各方
保持沟通联系，并至少每 30 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说明本次重组事项的具体进展
情况。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2019 年 11 月 22 日、2019 年 12 月

21 日、2020 年 1 月 21 日、2020 年 2 月 21 日、2020 年 3 月 21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并向广大
投资者提示了本次重组事项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本次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审计、评估等工作

尚未完成。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

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获得
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0 日

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4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随着公司战略规划的实施，农业和光伏新能源业务双重发展、协同互补，两大
产业涉及科研技术、项目开拓的投入持续加大，总体经营规模快速增长。

为不断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提高风险抵抗能力以应对不断变
化的竞争需要。 根据公司 2020 年的经营计划及国家金融政策，并结合公司投资计
划，拟向合作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4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
额度，用于办理长、中、短期融资、开立信用证、贸易融资、融资租赁、银团贷款、保函
及法人账户透支等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与战略发展所需资金。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
的申请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该
授信额度在申请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授权严虎先生在上述期限和额度
内审核并签署与金融机构的融资事项， 当与金融机构的融资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或期限超过二十年的（含二十年），则由刘汉元先生或董事长亲自审
核并签署。 以上业务发生时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签署，不再对金融机构另行出具董
事会融资决议。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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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20 年 4 月 17 日，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鉴于公司“通威转债”转股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增加至 4,287,855,684 股，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882,372,220 元增加至人民币 4,287,855,684 元。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对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
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公司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882,372,220 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4,287,855,684 元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未有变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及董事会委派的人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事宜。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