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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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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现将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

位投资者参阅。

一、混凝土签约及销售情况

单位：万方

项 目 2020年第三季度 较上年同期变动

签约量 3,668.72 44.05%

销售量 1,514.12 19.61%

二、重大项目签约情况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签约量超10万方以上的重大项目如下：

单位：万方

序号 施工地点 项目名称 签约量

1 湖南 中建三局总承包中南分公司长沙区域各项目 60.00

2 江苏 中建五局华东公司溧水片区项目 50.00

3 江苏 中建五局溧水片区项目 50.00

4 湖北 中建科工武汉区域商品混凝土集中采购合同 50.00

5 江苏 中国电建南京“兴智中心”东、西片区公共配套设施工程 40.00

6 山西 中建五局山西地区2020年度商品混凝土集中采购合同 40.00

7 江苏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基础设施分公司南京区域2020年商品混

凝土联合集中采购合同（浦口）

33.00

8 江苏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基础设施分公司南京区域2020年商品混

凝土联合集中采购合同（六合）

33.00

9 海南 东方市十所村整体搬迁安置项目EPC总承包 30.48

10 安徽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2020年合肥区域商品混凝土联合集中采

购合同

30.00

11 贵州 贵安山水花溪（HI-05-01-H/HI-05-1-H）地块项目 28.50

12 湖北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洪山院区建设项目 27.00

13 湖北 鄂州航空都市区安置小区项目（A1、A2、A3地块） 25.00

14 青海 青海加西公路项目 25.00

15 云南 昆明宝能滇池九玺花园项目 24.77

16 广东 广州佳兆业乌洲村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24.00

17 柬埔寨 金边南三环线项目 23.40

18 四川 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童世界乐园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 23.00

19 湖北 武汉融城开创经开144R2地块项目 22.00

20 贵州 贵安山水花溪项目 21.75

21 贵州 贵阳恒大足球场项目 20.00

22 海南 中建五局海口分公司海口片区年度采购框架协议 20.00

23 安徽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华东公司合肥区域商品混凝土集中采购

框架协议

20.00

24 湖北 中建壹品宏泰阅江府项目 20.00

25 重庆 润泽科技产业园项目 20.00

26 天津 国家会展中心工程二期项目（临港） 19.50

27 天津 国家会展中心工程二期项目（西青） 19.50

28 四川 天府海创园1号地块项目 19.39

29 海南 南方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片区项目 19.20

30 广西 威宁·青运村项目 18.00

31 湖北 正威科技新建商务、居住项目（022地块） 18.00

32 河南 中建五局河南公司豫东分公司商丘片区商品混凝土集中采购合同 17.20

33 广西 香港街二期总承包项目 16.40

34 四川 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二期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土建四工区项目 15.53

35 山东 即墨和达熙园项目 15.10

36 安徽 蜀山区小庙镇西城菊苑安置小区项目工程 15.02

37 江西 赣州星洲润达九玺项目 15.00

38 江西 赣州蓉江新区生态路等市政工程一标段项目 15.00

39 贵州 贵阳地铁3号线十一标项目 15.00

40 云南 恒大林溪郡项目 15.00

41 云南 雅龙花园西地块项目 15.00

42 江苏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南京片区战略合作协议 15.00

43 广西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院相思湖校区项目 15.00

44 湖北 武汉铁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地区项目 15.00

45 湖北 武汉誉城千里建工有限公司武汉片区战略合作协议 15.00

46 湖南 龙湖高尔夫小镇项目 15.00

47 湖南 智能制造片区蓝月谷智能家电配套产业园项目 15.00

48 湖南 株洲万达广场，东部美的城公园里项目 15.00

49 河南 阳光商业中心项目 14.61

50 贵州 西南交通枢纽项目 13.79

51 陕西 中南大明宫DK-1项目 13.28

52 河南 和谐湖畔嘉园项目 13.20

53 云南 锦澜府项目 13.02

54 重庆 渝黔复线高速公路连接道工程一分部项目 12.49

55 山东 青岛青钢小镇二期工程 12.12

56 贵州 贵阳宝能科技城（宝创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12.10

57 四川 科学城天府科创园项目 12.00

58 广东 南沙片区新开项目 12.00

59 云南 云谷小镇8号地块二期项目 12.00

60 广西

北大客运中心地块项目B标段（6号楼~8号楼、12号楼、15号楼、16号楼、

A号楼、B号楼及地下室B标段项目

12.00

61 新疆

乌鲁木齐机场北区改扩建工程市政配套（T4航站楼~机场东站）机场

东站

12.00

62 湖北 中建三局杨春湖核心区158地块住宅及小学项目（青山） 12.00

63 湖北 中建三局杨春湖核心区158地块住宅及小学项目（江岸） 12.00

64 四川 招商银行（二期）项目 11.90

65 江西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轨道交通4号线一期工程土建肆标项目 11.44

66 云南 昆明恒大文旅项目 11.42

67 江西 华润（南昌）青山湖万象汇建筑安装总承包工程项目 11.40

68 重庆 重庆江北嘴国际金融中心T3-T4号楼施工总承包工程 11.00

69 陕西 融创御河宸院DK-1项目一标段 10.77

70 陕西 西安市幸福林带建设工程PPP项目 10.70

71 天津 天津康汇医院项目 10.56

72 山东

青岛东方迅达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高铁牵引变压器生产项目，

二期商住一体写字楼项目

10.50

73 湖北 武汉融城开创经开144R2地块项目 10.50

74 江苏 南京芯豆标准化厂房及配套项目 10.44

75 四川 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二期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土建二工区项目部 10.40

76 河南 商丘建业神火新筑项目 10.40

77 云南 昆明保利天汇苑项目 10.35

78 四川 科学城9号地块项目 10.24

79 贵州 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项目 10.19

80 新疆

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航站区市政配套工程）项目（B

包）

10.18

81 贵州 贵阳恒大金阳新世界3F项目 10.15

82 陕西 绿地高铁新城二期项目2-B-2工程 10.05

83 四川 天府新区高康国际医疗城三期总承包 10.00

84 四川 成都天府医院项目 10.00

85 四川 麓云小区（东院）土建总承包工程 10.00

86 四川 华润二十四城九期项目 10.00

87 四川 蓝光.天府新区50亩项目 10.00

88 四川 传化北中心（成都传化智慧物流港）项目 10.00

89 福建 福州市正荣观江樾项目 10.00

90 海南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口片区年度采购框架协议 10.00

91 海南 华侨城曦海岸2号3号地块项目 10.00

92 甘肃 兰州万达茂商业项目（G1901-11#地块） 10.00

93 广西 新叶城项目 10.00

94 江西 江西省洪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南昌市地区项目 10.00

95 江苏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六合片区项目 10.00

96 广西 柳州三合大道及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10.00

97 广西 南宁市轨道交通4号线01标土建2工区项目 10.00

98 天津 天津地铁七号线天塔站、大寺站、肿瘤医院站项目 10.00

99 湖北

武汉市轨道交通7号线北延（前川线）工程第一、五、六标段土建工程

（第一标段）项目

10.00

100 湖南 环球未来城A20地块项目 10.00

101 湖南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A区2期1标项目 10.00

102 湖南 金茂大厦项目 10.00

103 河南 中建五局郑州南面片区商品混凝土集中采购合同 10.00

104 河南 中建五局郑州西面片区商品混凝土集中采购合同 10.00

105 河南 中建五局郑州北面片区商品混凝土集中采购合同 10.00

106 河南 中建五局郑州东面片区商品混凝土集中采购合同 10.00

合 计 1,764.94

风险提示：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3109� � � �证券简称：神驰机电 公告编号：2020-068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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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643号）核准，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 36,67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38�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73,994,6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96,904,614.85�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577,089,985.15元，上述款项已于 2019�年 12月24日全部到账。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已于 2019年 12�月 24�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川华信

验字（2019）第68号的《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2020年9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

为优化募集资金管理、 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效率， 公司拟将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南坪支行存放的募集资金

（含本金、利息及理财收益）全部转存至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北碚支行，具体内容详见于2020年9月1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账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63）。截止2020年9月27日，公司已经将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南坪支行存放的募集资金

（含本金、利息及理财收益）全部转存至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北碚支行。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保护

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神驰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本公司、中国工商

银行重庆北碚支行、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及截至2020年9月27日的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专户用途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存放金额

（元）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北碚

支行

数码变频发电机组

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通用汽油机扩

能项目、 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3100028119200237813 278,449,682.82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南坪

支行

一一 631625969 0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碚

支行

补充流动资金 0701020120010021348 0

合计 278,449,682.82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所称“甲方”为本公司，“乙方” 为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丙方” 为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的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3100028119200237813，截止2020年9月27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278,449,682.82元。该专户仅用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未来若以闲置募集资金转为通知存款、定期存款或者购买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须通知丙方并

得到丙方的同意。甲方承诺上述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和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

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续存且不得质押，并通知丙方。

2、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定期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甲方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何猛、陈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5,000万元或募

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甲方、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等书面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甲方应确保其与本合同项下专户资金相关的自身交易合同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交易的合法性及有效

性，因其问题导致的侵权、损害赔偿及其他法律责任，乙方不承担责任。如专户的资金被具有强制力的国家

机关查询、冻结、扣押及执行，由责任方自行承担法律后果，乙方有权依法协助执行，不再履行本协议项下

义务。

10、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62� � �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20一046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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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芯斐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斐电子” ）

2、被担保人：芯斐电子全资子公司芯脉电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脉电子” ）。

3、担保基本情况介绍

根据芯脉电子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芯斐电子拟为其全资子公司芯脉电子提供保证担保，由芯斐电子

对芯脉电子因与友尚香港有限公司、友尚股份有限公司、富威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联大商贸有限公司、大

联大商贸(深圳)有限公司及其最终母公司(大联大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之所有关联企业（以下统称

“大联大关联企业” ）发生商业交易往来而产生的应付账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金额为400万美元（折

合人民币约为2,8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20年10月23日至2023年10月22日。

4、被担保人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董事会会议、2020年10月15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预计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自2020年

10月15日起未来十二个月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或开展其他日常经

营业务提供50,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以下简称“预计担保额度”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9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次担保前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芯脉电子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11,260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芯脉电子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4,060万元；本次担

保前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0,000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和/或控股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7,200

万元。

本次芯斐电子为芯脉电子提供担保属于公司前述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了本次担保相关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上述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芯脉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新界荃湾柴湾角街66-82号金熊工业中心11楼G座

3、成立时间：2015年11月30日

4、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授权分销

5、负责人：郑毅

6、注册资本：1,552万港元

7、与公司关系：芯脉电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系结构图如下：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352.85 14,459.08

负债总额 17,986.30 9,964.9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794.73 2,038.90

流动负债总额 17,948.69 9,881.20

净资产 5,366.54 4,494.1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2020年1月至6月（未经审计） 2019年1月至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352.25 33,877.62

利润总额 946.76 1,326.86

净利润 800.46 1,107.93

9、芯脉电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失信惩戒。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事项：芯斐电子对芯脉电子因与友尚香港有限公司等大联大关联企业发生商业交易往来而产

生的应付账款提供保证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2020年10月23日至2023年10月22日。

4、担保金额：4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800万元）。

5、被担保方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为芯斐电子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

及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的情况。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全面了解了芯脉电子的经营状况，并查阅了芯脉电子近期的财务报表。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芯斐电子为芯脉电子提供担保， 是为了进一步保障芯脉电子与友尚香港有限公司等大联大关联企业

业务合作的顺利开展，符合芯脉电子业务经营的实际需要。

本次担保的担保人（芯斐电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担保人（芯脉电子）为芯斐电子全资子公司，公

司对本次担保的担保人和被担保人都具有控制权，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决策其投资、融资等重大事

项，担保风险可控。本次芯斐电子为芯脉电子提供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在本次担保之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385,629.7116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4.45%； 本次担保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约为

388,429.7116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4.99%；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

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77,9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1.57%。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67� � �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编号：临2020-078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马来西亚项目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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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JINGXING� HOLDINGS� (M)� SDN.�

BHD.（以下简称 “景兴马来公司” ） 于近日收到马来西亚环境部于2020年10月2日发出的编号为JAS�

600-2/6/2� Jld.(4)的信函。信函指出，马来西亚环境部在认真审阅景兴马来公司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及修订报告（以下简称“环评报告” ）后，确认该环评报告符合《马来西亚环境质量法（1974年）》第

34A(2)条款（Section� 34A(2)� of�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Act� 1974），因此根据《马来西亚环境质量法

（1974年）》第34A(3)条款（Section� 34A(3)� of�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Act� 1974）批准该环评报告。该环

评报告自批准日起两年内有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景兴马来公司已完成项目建设所需的所有国内外审批程序，完成了项目设计、主

要设备采购合同的签订，具备正式开工建设条件。公司将根据马来西亚项目的建设推进，持续披露项目进

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40� � �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0-145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对全资子公司工商注销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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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威宁县华统食品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详见2020年8月12日公司刊登

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注销全

资子公司威宁县华统食品有限公司的公告》。

近日，全资子公司威宁县华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宁华统” ）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办理了上述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注销后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全资子公司威宁华统的注销，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经营等情况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威宁华统注销后，将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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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章建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莹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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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1,939,974.63 5,969,226,963.30 1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180,535,031.71 2,926,293,293.54 8.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3,350,117.32 -534,124,105.19 16.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753,804,892.08 1,369,466,809.30 2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8,679,510.26 247,305,530.15 4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42,526,260.45 242,673,947.58 4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38 10.94 增加0.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09 0.78 39.7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1.09 0.78 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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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59.95 -6,777.43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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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134.13 1,865,960.9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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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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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119.45 5,379,933.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

后）

所得税影响额 -396,299.04 -1,085,867.61

合计 2,245,694.59 6,153,2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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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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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惠明 121,226,000 38.04 0 无 不适用 境内自然人

浦建芬 31,136,280 9.77 0 无 不适用 境内自然人

上海福之欣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979,200 4.07 0 无 不适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席晨超 11,056,780 3.47 0 无 不适用 境内自然人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388,900 3.26 0 无 不适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8L－

FH002沪

7,524,429 2.36 0 无 不适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谢燕玲 4,899,900 1.54 0 无 不适用 境内自然人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4,134,382 1.30 0 无 不适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

公司

3,620,000 1.14 0 无 不适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三组合

3,180,000 1.00 0 无 不适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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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惠明 121,2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226,000

浦建芬 31,136,280 人民币普通股 31,136,280

上海福之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97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79,200

席晨超 11,056,780 人民币普通股 11,056,780

上海复星创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0,38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88,9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8L－FH002沪

7,524,429 人民币普通股 7,524,429

谢燕玲 4,8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4,899,90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分红

4,134,382 人民币普通股 4,134,382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3,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席惠明、浦建芬、席晨超为一致行动人。席惠明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股股东，并担任董事长；席惠明与浦建芬为夫妻关系，席惠明、浦建芬与

席晨超分别为父子、母子关系。本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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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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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58,168,000.26 1,059,071,742.74 -47.30%

主要系报告期部分募投资金使用及经营投入

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7,186,421.41 4,233,500.00 69.75%

主要系本期末未到期且未支付的应收银行承

兑票据增加所致

存货 8,671,059.31 2,981,102,277.98 -99.71%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

金额超过已办理结算价款的被重分类为合同

资产

合同资产 4,141,733,241.49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

金额超过已办理结算价款的被重分类为合同

资产且在建项目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固定资产 26,607,692.41 19,760,713.21 34.65%

主要系购入销售用房产本期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转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537,477.80 15,031,282.45 49.94%

主要系本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合同资产的损失准备的影响数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000,000.00 29,383,993.00 -31.94%

主要系购入销售用房产本期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应付票据 286,241,827.00 123,767,835.00 131.27%

主要系报告期已支付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增

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1,753,804,892.08 1,369,466,809.30 28.06%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业务增长所致

营业总成本 1,317,611,775.48 1,063,900,829.15 23.85%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业务增长且释放规模

效应所致

营业成本 1,228,179,497.54 989,434,922.18 24.13%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业务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38,211,848.07 24,801,127.81 54.07% 主要系报告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312,341.66 -7,478,486.31 55.71% 主要系报告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865,960.90 645,660.01 189.00%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 “－” 号填

列）

-19,912,158.72 -11,565,483.22 72.17%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坏账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423,526,852.73 299,459,775.67 41.43%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业务增长且释放规模

效应所致

所得税费用 65,640,157.59 45,847,792.84 43.17%

主要系报告期计提的所得税随利润的增加所

致

净利润 357,879,917.71 253,590,624.76 41.13%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业务增长且释放规模

效应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 期 发 生 额

（2020.1-9月）

上 期 发 生 额

（2019.1-9月）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87,598.80 318,008.01 304.90%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所得税返还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56,954,829.00 108,014,729.57 45.31% 主要系本期收回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3,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收回对外投资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5,380,009.11 24,332,536.93 -77.89%

主要系上期雪浪科研基地、研发中心建设支出

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63,728,000.00 47,796,000.00 33.33% 主要系报告期分配股利较上期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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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由于公司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2018年度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应由24.01元/股调整为23.81元/股，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应由22.57元/股调整为22.37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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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建良

日期：2020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59� � �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2020-071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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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3日对外披露了《关于项目预中标公示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98），公司预中标大汶河中游高新区段湿地生态保护与综合利用工程设

计施工总承包（EPC）（以下简称“大汶河项目” ）。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招标人泰安市大汶河综合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下发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上述项目的中标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的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大汶河中游高新区段湿地生态保护与综合利用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2、招标人：泰安市大汶河综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3、中标人：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4、项目概况：

（1）建设地点：泰安市徂汶景区；

（2）建设规模：本项目为大汶河中游高新区段湿地生态保护与综合利用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颜张坝湿地工程、颜张坝湿地边坡工程、颜张坝南段东侧边坡绿化工程、泉林坝湿地工

程、泉林坝湿地边坡工程、河口湿地工程、龙游路大桥四个角工程；萧韶凤仪、鹤鸣九皋、汶簧拱岳、汶原野趣

景观及配套工程；环湖路工程；公共卫生间及环湖道路照明工程；

（3）中标价：壹亿柒仟柒佰捌拾捌万贰仟捌佰伍拾捌元壹角捌分（￥177,882,858.18元）；

（4）计划工期：300日历天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的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四、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最终成交金额、项目履行条款等以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合同具体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20-084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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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天山铝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

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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