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

已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春江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

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
该议案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免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公告》。 独立

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步森服饰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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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详情如下：

近期“爱投资”平台及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公安机关正式立案，封雪曾担任安投
融（北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金融部业务总监，其个人的履职经历可能会对公
司声誉和公司持续运作产生不良影响。

此外， 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25,221,525.28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853,424.23元，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经营成果的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鉴于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
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封雪一直担任服装业务负责人，对此负有管理责任。

根据公司未来战略发展需要，为改善主营业务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决定免去封雪
女士总经理职务。 具体工作另做安排。

公司董事会对封雪女士在任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即日起，公司的总经理职责由联席总经理杜欣代任，待新的总经理人选确定后

将及时履行聘任程序。 公司已就总经理的交接工作做了安排，免去封雪的总经理职
务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董事会已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次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变动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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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免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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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2020 年第
一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0-028） 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20-029）。 因金色木棉和和合资产债务豁免的债务豁免收益合计人民币 9,999.19� 万
元，经审计师完成全部审计程序后，出于谨慎性原则，将该债务豁免收益计入 2020 年营
业外收入。 现对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更正。 具体如下：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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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元） 279,912.52 2,646,984.68 -8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 -13,884,193.99 -16,080,294.21 -1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 -13,717,321.95 -18,271,952.34 -2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128,011,713.96 -179,643,319.21 -28.7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18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18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2% -3.02%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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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9,975,969.01 740,306,065.09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 510,597,997.82 529,616,984.36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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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250.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8,746.06 逾期贷款罚息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624.01
合计 -166,872.04 --

更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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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元） 279,912.52 2,646,984.68 -8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 86,375,192.91 -16,080,294.21 -1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 -13,306,686.08 -18,271,952.34 -2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1,446,593.84 -2,643,319.21 -28.7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1 -0.02 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2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2% -3.02%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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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7,401,589.08 651,082,371.10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 426,767,201.45 340,392,008.54 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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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250.01

债务重组损益 99,904,375.04
金色木棉和和合资产债务
豁免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8,746.06 逾期贷款罚息

合计 99,681,878.99 --
二、财务报表
更正前：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126,824,567.42 127,290,170.1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05,488.18 866,529.69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820,398.48 663,924.85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61,312,380.25 59,626,322.53

其中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2,343,807.42 22,083,644.2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5,692,040.04 75,254,447.34

流动资产合计 287,698,681.79 285,785,038.7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0,838,024.29 70,838,024.2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03,450,926.54 107,151,109.70
在建工程 10,356,181.81 10,356,181.8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64,930,644.85 173,335,245.47
开发支出 65,020,330.61 64,064,170.07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7,681,179.12 28,776,294.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442,277,287.22 454,521,026.32
资产总计 729,975,969.01 740,306,065.09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143,202,521.66 134,902,521.66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4,789,775.26 24,210,358.84
预收款项 228,480.06 182,504.90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3,053,900.19 9,727,995.30
应交税费 11,195,642.75 10,353,632.63
其他应付款 26,468,901.36 22,557,067.48

其中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3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18,939,221.28 210,234,080.81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 ：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438,749.91 454,999.9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38,749.91 454,999.92
负债合计 219,377,971.19 210,689,080.7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71,844,628.00 771,844,62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 ：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426,295,064.43 1,426,295,064.4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9,161,975.71 -19,161,975.71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8,581,177.65 18,581,177.6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686,960,896.55 -1,667,941,910.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10,597,997.82 529,616,984.3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510,597,997.82 529,616,984.3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29,975,969.01 740,306,065.09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279,912.52 2,646,984.68

其中 ：营业收入 279,912.52 2,646,984.6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3,941,610.46 21,649,489.73
其中 ：营业成本 414,986.07 2,433,524.64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36,321.80 352,842.05
销售费用 175,593.39 495,311.80
管理费用 5,909,167.25 6,203,943.26
研发费用 6,704,999.77 7,490,978.98
财务费用 500,542.18 4,672,889.04

其中 ：利息费用 476,420.81 3,832,469.80
利息收入 -12,212.54 -5,055.13

加：其他收益 16,250.01 16,250.01
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

填列 ）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 （损失以“-”号

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

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

失以“－”号填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3,645,447.93 -18,986,255.04

加：营业外收入 4,834,861.24
减：营业外支出 238,746.06 1,928,900.4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
填列） -13,884,193.99 -16,080,294.21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13,884,193.99 -16,080,294.2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13,884,193.99 -16,080,294.21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3,884,193.99 -16,080,294.21

2.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
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
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

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3,884,193.99 -16,080,294.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13,884,193.99 -16,080,294.2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18 -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18 -0.02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001,025.72 1,842,536.7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收取利息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

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3,127.40 248,422.1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54,153.12 2,090,958.91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83,902.52 175,751.3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1,931,570.23 2,613,145.91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6.17 2,834.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27,050,008.16 178,942,546.8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9,065,867.08 181,734,278.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011,713.96 -179,643,319.2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975,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75,000.00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982,449.77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82,449.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5,000.00 -982,449.7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300,000.00 4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0.8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300,000.00 400,000.8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300,000.00 426,318.63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300,000.00 426,318.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26,317.8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506.93 -23,392.8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7,037,220.89 -180,675,479.6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27,292,795.09 182,477,525.2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5,574.20 1,802,045.62
更正后：

1、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0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126,818,069.37 127,290,170.1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05,488.18 866,529.69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267,305.27 510,831.6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61,155,142.80 59,626,322.53

其中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2,343,807.42 22,083,644.2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5,706,190.98 75,268,598.28

流动资产合计 287,996,004.02 285,646,096.50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5,051,907.69 55,051,907.6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03,450,926.54 107,151,109.70
在建工程 10,356,181.81 10,356,181.81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38,742,440.72 140,933,991.78
开发支出 24,122,949.18 23,166,788.64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7,681,179.12 28,776,294.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59,405,585.06 365,436,274.60
资产总计 647,401,589.08 651,082,371.10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143,202,521.66 184,902,521.66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5,186,682.05 26,645,404.22
预收款项 528,480.06 182,504.90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3,053,900.19 9,727,995.30
应交税费 11,195,642.75 10,353,632.63
其他应付款 27,028,411.01 61,823,303.93

其中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6,6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20,195,637.72 310,235,362.6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 ：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438,749.91 454,999.92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38,749.91 454,999.92
负债合计 220,634,387.63 310,690,362.56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71,844,628.00 771,844,62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 ：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426,295,064.43 1,426,295,064.4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8,581,177.65 18,581,177.6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789,953,668.63 -1,876,328,861.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26,767,201.45 340,392,008.5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6,767,201.45 340,392,008.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47,401,589.08 651,082,371.10

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279,912.52 2,646,984.68
其中 ：营业收入 279,912.52 2,646,984.68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3,586,598.60 21,649,489.73
其中 ：营业成本 414,986.07 2,433,524.64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36,321.80 352,842.05
销售费用 175,593.39 495,311.80
管理费用 5,554,953.10 6,203,943.26
研发费用 6,704,999.77 7,490,978.98
财务费用 499,744.47 4,672,889.04

其中 ：利息费用 10,926,502.37 3,832,469.80
利息收入 -12,212.54 -5,055.13

加：其他收益 16,250.01 16,250.01
投资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
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
列 ）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填列 ）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3,290,436.07 -18,986,255.04
加：营业外收入 99,904,375.04 4,834,861.24
减：营业外支出 238,746.06 1,928,900.4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6,375,192.91 -16,080,294.21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86,375,192.91 -16,080,294.21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86,375,192.91 -16,080,294.21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375,192.91 -16,080,294.21
2.少数股东损益 0.0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
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
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86,375,192.91 -16,080,294.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86,375,192.91 -16,080,294.2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11 -0.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02
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001,025.72 1,842,536.77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

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

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

额
收取利息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

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3,125.11 248,422.1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54,150.83 2,090,958.91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83,902.52 175,751.32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

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

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 、手续费及佣金的

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1,931,570.23 2,613,145.91

支付的各项税费 386.17 2,834.0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84,885.75 1,942,546.8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500,744.67 4,734,278.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6,593.84 -2,643,319.2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975,0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75,000.00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982,449.77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82,449.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5,000.00 -982,449.7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300,000.00 4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0.8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300,000.00 400,000.8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300,000.00 426,318.63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其中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300,000.00 426,318.6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26,317.8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506.93 -23,392.8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2,100.77 -3,675,479.6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555,547.13 182,477,525.2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3446.36 178,802,045.62
除此之外，公告内容无其他变化。
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以电子、书面及传
真方式发出。 会议由陆凤燕女士主持，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 5 人，实际参加会议
的监事 5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拟设立商贸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因公司发展需要，拟于上海设立一家商贸公司，注册资本为 4500 万，法定代表

人和执行董事为胡道清。 公司成立商贸子公司有利于增加公司发动机及增程器贸

易业务的供销渠道，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2、审议通过《关于更正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因金色木棉和和合资产债务豁免的债务豁免收益合计人民币 9,999.19� 万元，

经审计师完成全部审计程序后，出于谨慎性原则，将该债务豁免收益计入 2020 年
营业外收入。 因此对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更正。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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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以电子、书

面及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
议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由胡道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拟设立商贸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因公司发展需要，拟于上海设立一家商贸公司，注册资本为 4500 万，法定代表

人和执行董事为胡道清。 公司成立商贸子公司有利于增加公司发动机及增程器贸
易业务的供销渠道，为公司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2、审议通过《关于更正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因金色木棉和和合资产债务豁免的债务豁免收益合计人民币 9,999.19� 万元，

经审计师完成全部审计程序后，出于谨慎性原则，将该债务豁免收益计入 2020 年
营业外收入。 因此对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更正。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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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