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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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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志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艳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艳

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738,148,450.10 724,861,496.54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3,662,802.61 689,756,957.54 2.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0,655.14 -4,982,738.2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003,534.84 3,866,586.34 -2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21,419.39 3,795,178.78 20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85,743.41 937,138.62 63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5 0.573 增加 1.1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6 0.0161 208.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6 0.0161 208.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

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586.3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44,925.06 其中：购买元达信信天利 9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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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收 益

624,898.73 元、结构性存款收益

317,997.37 元、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 102,028.96元。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151,189.50 

使用 2011年淘汰落后产能中央

财政奖励资金支付辞退职工安

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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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2,893.56 

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1,460.50 
其中：营业外收入 151,189.50

元、其他 271.00 元 

合计 4,835,675.9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11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得融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40,500,000 17.1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北大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 
27,836,605 11.7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云南传奇投资有限公

司 
25,190,000 10.6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15,531,700 6.58 0 无 0 国有法人 

徐勇军 2,012,797 0.8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恒通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1,927,500 0.8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浙江君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君合和盈二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60,000 0.79 0 无 0 其他 

王智祥 1,460,52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鞠成立 1,448,300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祝英 1,420,00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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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得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00,000 

北京北大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27,836,605 人民币普通股 27,836,605 

云南传奇投资有限公司 25,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90,000 

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5,53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31,700 

徐勇军 2,012,797 人民币普通股 2,012,797 

浙江恒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92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7,500 

浙江君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合和盈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0,000 

王智祥 1,460,520 人民币普通股 1,460,520 

鞠成立 1,44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8,300 

祝英 1,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得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况；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021年 1月 6日，公司接到第四大股东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

昌投资公司）函告，根据 2021年 1月 5日《保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山市

永昌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部分资产及产权事项的批复》（保国资发[2021]1号），

同意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 2020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将持有的公司股份

15,53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8%，无偿划转至保山市永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

昌产业公司）[内容详见 2021年 1月 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03）]。2021年 1月 9日，公司根据上述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披露了《云南

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详见 2021年 1月 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1年 4月 12日，公司接到永昌产业公司函告，永昌产业公司办理完成上述无偿受让股份

的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股东权益变

动后，永昌产业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5,53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8%，为公司第四大股东[内

容详见 2021年 4月 13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完成股权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02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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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应收账款 181,998.05 27,784.55 154,213.50 555.03 
本期应收水泥货款增

加 

预付款项 528,371.90 718,640.04 -190,268.14 -26.48 
本期供应商供货导致

预付账款减少 

其他应收款 428,138.94 282,685.71 145,453.23 51.45 
本期因公借支费用增

加 

其他流动资产 546,694.37 812,263.36 -265,568.99 -32.69 
本期待抵扣增值税减

少 

合同负债 367,162.49 515,321.99 -148,159.50 -28.75 
本期客户预付水泥货

款减少 

应交税费 55,115.71 288,408.62 -233,292.91 -80.89 
本期缴纳的增值税增

加 

其他流动负债 44,828.46 61,905.81 -17,077.35 -27.59 
本期待转增值税销项

税额减少 

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 年 1-3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营业成本 3,430,032.63 4,770,204.53 -1,340,171.90 -28.09 

本期水泥销售量同比

减少，销售成本相应减

少。 

税金及附加 11,099.11 7,357.54 3,741.57 50.85 本期车船使用税增加 

投资收益 11,195,012.33 5,759,030.00 5,435,982.33 94.39 

本期对联营企业新疆

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采

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收益增加 

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10,150,087.27 4,446,051.99 5,704,035.28 128.29 

本期对联营企业新疆

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采

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3,752,893.56 1,492,514.49 2,260,379.07 151.45 

本期持有的云南白药

股票市值变动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

加 

信用减值损失 433,322.70 27,333.65 405,989.05 1,485.31 
本期转回坏账准备同

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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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11,569,958.89 3,795,178.78 7,774,780.11 204.86 

本期对联营企业新疆

众和股份有限公司采

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151,460.50 0 151,460.50 100.00 

本期使用 2011年淘汰

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

励资金支付职工安置

费用，上期无此事项。 

利润总额 11,721,419.39 3,795,178.78 7,926,240.61 208.85 本期营业利润增加 

净利润 11,721,419.39 3,795,178.78 7,926,240.61 208.85 本期营业利润增加 

持续经营净利

润 
11,721,419.39 3,795,178.78 7,926,240.61 208.85 本期营业利润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721,419.39 3,795,178.78 7,926,240.61 208.85 本期营业利润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629,215.04 4,307,002.08 -3,677,787.04 -85.39 

本期联营企业新疆众

和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

额 

629,215.04 4,307,002.08 -3,677,787.04 -85.39 
本期联营企业新疆众

和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将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629,215.04 4,307,002.08 -3,677,787.04 -85.39 
本期联营企业新疆众

和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权益法下可转

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629,215.04 4,307,002.08 -3,677,787.04 -85.39 
本期联营企业新疆众

和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综合收益总额 12,350,634.43 8,102,180.86 4,248,453.57 52.44 
本期联营企业新疆众

和净利润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12,350,634.43 8,102,180.86 4,248,453.57 52.44 
本期联营企业新疆众

和净利润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 0.0496 0.0161 0.0335 208.07 本期净利润增加 

稀释每股收益 0.0496 0.0161 0.0335 208.07 本期净利润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21 年 1-3月 2020 年 1-3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主要原因 

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512,549.03 5,819,200.46 -4,306,651.43 -74.01 
本期购买水泥生产

原材料支出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

费 
269,159.98 97,444.02 171,715.96 176.22 

本期缴纳的增值税

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

流出小计 
6,118,468.61 9,641,674.81 -3,523,206.20 -36.54 

本期购买水泥生产

原材料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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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20,655.14 -4,982,738.29 2,562,083.15 不适用 
本期购买水泥生产

原材料支出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 
8,604,476.48 795,377.05 7,809,099.43 981.81 

本期收到联营企业

新疆众和现金红利，

上期无此事项。 

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580.00 17,457.00 -15,877.00 -90.95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

支出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

金 
83,800,000.00 126,600,000.00 -42,800,000.00 -33.81 

本期短期投资净支

出减少(滚动累计) 

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 
83,801,580.00 126,617,457.00 -42,815,877.00 -33.82 

本期短期投资净支

出减少(滚动累计)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397,103.52 -70,821,330.82 50,424,227.30 不适用 
本期短期投资净支

出减少(滚动累计) 

分配股利、利

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807.48 -2,490.14 4,297.62 不适用 

本期支付代扣现金

红利个人所得税增

加 

筹资活动现金

流出 
1,807.48 -2,490.14 4,297.62 不适用 

本期支付代扣现金

红利个人所得税增

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07.48 2,490.14 -4,297.62 -172.59 

本期支付代扣现金

红利个人所得税增

加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22,819,566.14 -75,801,578.97 52,982,012.83 不适用 

本期短期投资净支

出减少(滚动累计) 

期末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余额 
107,653,859.42 51,876,266.14 55,777,593.28 107.52 

本期短期投资净支

出减少(滚动累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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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共计 232,199,878.35 元， 

主要如下： 

1）银行理财产品 

①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博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招商银行聚益生金系列公司

（63天）A款理财计划结构性存款 3,800,000元，截至本报告期末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326.58元，该结构性存款未到期。 

②本报告期公司持有的广发银行“广银创富”W 款 2021年第 15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机构

版）（挂钩中证 500 指数看涨价差结构）20,000,000 元[内容详见 2021年 1月 7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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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2）], 截至本报告期末确认的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 61,260.27 元，该结构性存款未到期。 

2）券商理财产品 

①公司使用自有流动资金 87,520,517.74 元（含红利转投），通过资产托管人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管理人元达信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元达信资本-信天利 9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内容详见 2020年 5月 1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0-017）]，本报告期实现投资收益合计 624,898.73 元，期末投资余额为

89,892,981.50元（含红利转投）。 

②公司使用自有流动资金 30,000,000.00 元，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管理

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平安信托固益联 3M-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代码：B46229）”[内

容详见 2021年 1月 1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7）]，截至本报告期末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1,000.00元，该产品未到期。 

③公司使用自有流动资金 30,000,000.00 元，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管理

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平安信托固益联 3M-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代码：B39666）”[内

容详见 2021年 2月 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0）]，截至本报告期末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7,000.00元，该产品未到期。 

3）证券投资产品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期初持股数

量（股） 

初始投资成本

（元） 
会计计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元）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元） 

本期购买金额

（元） 

境内股票 000538 云南白药 481,000.00 49,879,044.84 公允价值计量 54,641,600.00 3,323,710.00 0 

合计 481,000.00 49,879,044.84 — 54,641,600.00 3,323,710.00 0 

（续）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期出售金

额（元） 
报告期损益（元）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期末持股数量

（股）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源 

境内股票 000538 云南白药 0 3,323,710.00 57,965,310.00 481,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二级市场购买 

合计 0 3,323,710.00 57,965,310.00 481,000.00 — — 

2020 年 7 月 16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关于提请董事会授权进行证券投资业务的议案》，董事会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在批准的投资额度 5,000 万元（含本数）范围内，根据资金、市场情况确定具体投资

产品和投资金额，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组织实施证券投资具体事宜[内容详见 2020 年 7月 17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云南

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0）、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1）、《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授权进行证券投资业务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0-032）]。本报告期公司持有的云南白药股票市值变动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

3,323,710.00元。 

（2）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办理的三年期定期存款余额为 30,000,000.00元。 

（3）诉讼事项 

本报告期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其他诉讼事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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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各方当事人 诉讼 

机构 

案件 

事实 
案件诉讼进展情况 

目前所处

诉讼阶段 
公告索引 

原告 被告 

云南博

闻科技

实业股

份有限

公司 

云南白

邑建筑

工程有

限公司、

刘仲镇 

云南省

保山市

隆阳区

人民法

院 

水泥

买卖

合同

纠纷 

1、公司因水泥买卖合同纠纷

向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

法院起诉云南白邑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及刘仲镇，该诉讼

事项已收到云南省保山市隆

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

知书》（2019）云 0502民初

4011号。 

2、2019年 8月 28日，公司

收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

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9）

云 0502民初 4011号，经云

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

达成调解协议。 

3、签收该调解书后，各被申

请人均未能主动履行还款义

务。公司于 2021年 1月 19

日依法向云南省保山市隆阳

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1年 2月 25日收到云南省

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执

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21）

云 0502执 643号。 

强制执行

申请受理 

内容详见 2019年 7月

26 日、8月 29日、2021

年 2月 26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的《云南博闻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21）、《云南博

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23）、《云

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

项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1-011）。 

苏国强 

云南省

保山市

隆阳区

人民法

院 

1、公司于 2020年 5月 26日

收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

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云 0502民初 2906

号。 

2、2020年 7月 16日，公司

收到《民事调解书》（2020）

云 0502民初 2906号，经云

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

达成调解协议。 

3、按照上述《民事调解书》，

公司分别于 2020年 10月 15

日、2021年 2月 27 日共收到

被告苏国强支付的水泥货款

509,681.12元。苏国强拖欠

公司的水泥货款已全部还

法院调解

结案，调

解协议履

行完毕。 

内容详见 2020年 5月

28 日、7月 17日、10

月 20日、2021年 3月

2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的《云南博闻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19）、《云南博

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33）、《云

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

项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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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

讼事项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013）。 

林生亮 

云南省

腾冲市

人民法

院 

1、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8

日收到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

云 0581民初 5089号。 

2、2019年 12月 4日，公司

收到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2019）云

0581民初 5089号，经云南省

腾冲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

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

议。 

3、被告林生亮签收民事调解

书后，主动支付了 30,000元

水泥款，剩余款项

315,998.45元至今未有给付

给公司。公司于 2020年 6月

1日向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 6

月 8日收到云南省腾冲市人

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0）云 0581执 1190号。 

4、2020年 11月 19日，公司

收到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2020）云

0581执 1190号，公司受偿案

款 6,560元，未受偿

309,438.45元。在执行过程

中，未调查到被执行人林生

亮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经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合议

庭合议，裁定如下：（1）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2）申请

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

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

执行。 

强制执行

阶段，终

结本次执

行程序 

内容详见 2019年 11月

29 日、12月 5日、2020

年 6月 9日、11月 2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的《云南博闻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31）、《云南博

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33）、《云

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

项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23）、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

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53）。 

张自国 

云南省

保山市

隆阳区

人民法

1、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5

日收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9）云 0502民初 5921

强制执行

阶段 

内容详见 2019年 10月

16日、11月 20日、2020

年 6月 20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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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号 。 

2、2019年 11月 18日，公司

收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

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9）

云 0502民初 5921号，云南

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主

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 

3、现履行期限已届满，被告

张自国仍未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于 2020年 6月 1日向云

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2020 年 6月

18日收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

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

书》（2020）云 0502执 2063

号。 

www.sse.com.cn、《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的《云南博闻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26）、《云南博

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30）、《云

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

项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28）]。 

 张学明 

云南省

保山市

隆阳区

人民法

院 

 

1、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5

日收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19）云 0502民初 5900

号 。 

2、2019年 11月 18日，公司

收到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

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9）

云 0502民初 5900号，云南

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主

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 

3、根据《民事调解书》（2019）

云 0502民初 5900号，现履

行期限已届满，被申请人仍

未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公司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相关规定，于 2020年

6月1日向云南省保山市隆阳

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0年 7月 28日收到云南省

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受

理案件通知书》（2020）云

0502执 2517号。 

强制执行

阶段 

内容详见 2019年 10月

16日、11月 20日、2020

年 7月 29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的《云南博闻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26）、《云南博

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30）、《云

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

项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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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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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志波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