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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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刘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娜保证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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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91,579,670.23 28,445,887,064.59 -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913,153,760.24 16,119,425,780.15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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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5,001,472.17 2,938,625,472.48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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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5,069,795.22 4,379,722,893.61 -1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882,390.36 1,000,598,480.11 -9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322,374.00 1,000,638,960.30 -90.87

加权平 均净资 产收 益率

（%）

0.57 6.53 减少5.9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 0.15 -9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 0.15 -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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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28.85 -9,000.43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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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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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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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932.86 693,503.8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76,682.00 -124,487.01

合计 350,979.71 560,0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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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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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国金阳光股权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434,343,434 6.39 434,343,434 未知 未知

宁波吉彤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02,962,962 5.93 0 冻结 402,962,962 未知

北京中金君合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74,579,124 5.51 0 质押 374,579,124 未知

上海东珺惠尊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82,828,282 4.16 0 未知 未知

深圳金志昌顺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274,757,575 4.04 0 质押 274,757,575 其他

东营汇广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59,259,259 3.81 0 质押 259,259,259 未知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二

号

249,023,569 3.66 0 未知 未知

北京中金通合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68,350,168 2.48 0 质押 168,350,168 未知

上海经鲍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60,259,259 2.36 0 未知 未知

东营广泽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7,037,037 2.31 0 质押 157,037,037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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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吉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402,962,962 人民币普通股 402,962,962

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74,579,124 人民币普通股 374,579,124

上海东珺惠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282,828,282 人民币普通股 282,828,282

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74,757,575 人民币普通股 274,757,575

东营汇广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59,259,259 人民币普通股 259,259,25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二号

249,023,569 人民币普通股 249,023,569

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68,350,168 人民币普通股 168,350,168

上海经鲍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160,259,259 人民币普通股 160,259,259

东营广泽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57,037,037 人民币普通股 157,037,037

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41,188,958 人民币普通股 141,188,9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 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不在上表的股东深圳市金志昌盛

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金

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东营汇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东营广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以外，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注：2016年12月2日， 国金阳光出具授权委托书， 将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对应的股东大会股东表决

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提名权等权利授予金志昌盛行使。

2020年4月19日，经核查，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与会董事一致认为，金志昌盛受国金阳

光委托向公司通过临时提案方式提名董事、监事人选，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国

金阳光放弃提名权的合同条款，两者存在矛盾。若国金阳光放弃提名权之后，又将该等已被限制(放弃)的提

名权再行授予或委托第三方行使，其将已放弃的提名权再行授予或委托金志昌盛行使是无效的。故金志昌

盛亦无权超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而代表国金阳光行使已被放弃的提名权。

2020年4月30日，公司收到国金阳光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凯仕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致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函告》” ，解除（撤销）国金阳光将所持新潮能源股票对应的表决权对金志

昌盛的委托，自函告送达之日起，国金阳光将自行以新潮能源股东身份行使表决权。

2020年5月6日，公司收到国金阳光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凯仕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致山

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回复函》” ，解除（撤销）国金阳光将所持新潮能源股票对应的提名权、表决

权对金志昌盛的授权委托，自函告送达之日起，国金阳光将自行以新潮能源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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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100%，为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非现金流套期保值合约的期末公允价值变

化形成；

2、衍生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100%，为部分现金流套期保值合约期末的期权时间价值变化形成；

3、套期工具（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100%，为部分一年内到期的现金流套期保值合约的期末公允价值

变化形成；

4、应收账款较年初下降37%，为本期销售结算量因产量下降而有所减少以及本期加快回收应收账款所

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下降50%，为本期预缴所得税减少所致；

6、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100%，为部分一年后到期的非现金流套期保值合约的期末公允价

值变化形成；

7、套期工具（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100%，为部分一年后到期的现金流套期保值合约的期末公允价

值变化形成；

8、交易性金融负债较年初下降100%，由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非现金流套期保值合约的期末公允价值变

化导致；

9、衍生金融负债较年初增加136%，为部分现金流套期保值合约期末的期权时间价值以及期权费的变

化形成；

10、套期工具（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88%，为部分一年内到期的现金流套期保值合约的期末公允价值

变化形成；

11、应付账款较年初下降61%，因本期对油田开发生产相关供应商的结算款下降导致；

12、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39%，由本期支付上年预提的职工薪酬导致；

13、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137%，主要为本期预提所得税以及矿区资产从价税增加导致；

14、其他应付款较年初下降39%，为本期应付油田合作开发其他权益方的资金减少导致；

15、套期工具（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100%，为部分一年后到期的现金流套期保值合约的期末公允

价值变化导致；

16、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下降43%，主要是因为外币报表折算汇率的变化以及公司现金流套期保值合

约的公允价值变化导致；

17、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7%，为本期油气价格下跌，公司限产等因素导致；

18、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20%，主要由于本期核销部分未探明矿区权益资产导致；

19、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下降32%，主要为本期油气价格下跌，导致油气采掘税额等下降导致；

20、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19%，主要是因为本期裁员降薪导致的管理人工成本下降；

2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727%，原因是本期因油田开发资本支出在建项目大幅减少，导致公司本

期应付债券利息资本化比例大幅降低，同时费用化比例大幅升高；

2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3.69亿元，原因是2019年初至2020年9月末WTI期货收盘价

格波动较大，导致公司非现金流套期保值合同的公允价值变化较大；

23、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94%，原因是本期根据会计政策对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较

上年下降；

24、资产处置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99%，为本期固定资产处置规模较上年下降导致；

25、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7%，主要是油田废旧物资处置收益有所减少；

26、营业外支出较上年下降85%，为公司上年支付了房屋退租违约金导致；

2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下降83%，为本年度税前利润大幅减少导致；

2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9%，主要是因为本期油气价格下跌，公司限产等导

致油气销售额下降；

2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46%，主要是因为本期油气价格下跌，公司大幅调减

油田开发相关资本开支规模，导致投资活动资金支付减少；

3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39%，主要是因为公司上年度发行高收益债，本年

度未增加债务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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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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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前三季度，WTI平均油价为38.57美元/桶，较2019年全年水平下降32.36%，并创自2004年以来的最

低油价。受此影响，公司调整了生产计划以及投融资策略。由于油田开发资本开支额度的降低，公司债务融

资的大部分利息支出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停止了资本化，并计入本年度的财务费用，该因素将导致公司本

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较大。此外，因年度油价走势等对公司油气资产减值测试的结果影响较大，公司预计

将在第四季度计提大额油气资产减值准备。因此，公司本年度累计净利润将出现亏损。

公司名称：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珂

日期：2020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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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怀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振兵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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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1,929,650.76 3,036,740,635.60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95,403,573.41 973,842,650.20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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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44,240.32 65,671,943.96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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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687,716.39 2,295,157,473.72 -1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8,420,923.21 75,301,373.60 -3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4,828,439.88 74,112,832.84 -39.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90 8.01 减少3.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424 0.2215 -35.7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424 0.2215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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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9.14 20,8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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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132.18 8,248,8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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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74.00 988,285.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

后）

-920,901.17 -3,371,740.20

所得税影响额 -626,463.38 -2,293,700.82

合计 959,910.77 3,592,4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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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佳通轮胎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151,070,000 44.43 未流通 151,070,000 无 0 境外法人

黑龙江省国际信托

投资公司

5,200,000 1.53 未流通 5,2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李陆军 5,000,025 1.47 已流通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黑龙江省火电第一

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 0.88 未流通 3,000,000 冻结 117,508 国有法人

牡丹江鑫汇国有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2,500,000 0.74 未流通 2,5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0.59 未流通 2,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牡丹江桦林橡胶有

限责任公司

1,130,000 0.33 未流通 1,13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郭润明 1,015,831 0.30 已流通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黑龙江龙桦联营经

销公司

1,000,000 0.29 未流通 1,0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艾方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星辰之

艾方多策略1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0.29 已流通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陆军 5,000,025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25

郭润明 1,015,831 人民币普通股 1,015,831

上海艾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星辰之

艾方多策略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陈奇恩 957,400 人民币普通股 957,400

宁波亿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亿酷1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47,700 人民币普通股 947,700

丁德渝 945,501 人民币普通股 945,501

张舵 885,301 人民币普通股 885,301

丁晓磊 8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75,000

黎虹 8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9,000

吴金妹 740,832 人民币普通股 740,8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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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71亿元，同比减少3.24�亿元，减少 14.14%；营业务成本为 15.47

亿元，同比下降 3.16亿元，下降 16.94%；实现营业利润1.33�亿元，同比减少 0.75亿元，下降 36.02%；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48�亿元，同比减少 0.27�亿元，下降 35.70%。

其它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应收款项融资对比年初增加了0.85亿元，主要原因为票据回笼增加导致。

短期借款对比年初减少了0.50亿元，主要原因为偿还短期借款导致。

应付账款对比年初增加了0.87亿元，主要原因为当期采购未及时和供应商结算导致。

应付票据对比年初减少了0.49亿元，主要原因为银票背书转让增加致使开票减少导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对比年初增加了1.86亿元，主要原因为长期借款陆续在一年内到期导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对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073亿元， 主要原因为增值税额的减少导致城建税和教育费附

加的减少导致。

研发支出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064亿元，主要原因为对研发管理模式调整，加强对研发费用的管理和

投入，并且技术改善项目多于去年同期导致。

财务费用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70亿元，主要原因为美元汇率波动产生汇兑损失导致。

资产减值损失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12亿元，主要原因为设备报废和闲置计提减值准备导致。

其他收益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071亿元，主要原因为政府补助增加导致。

营业利润对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75亿元，主要原因为财务费用增加导致。

所得税费用对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21亿元，主要原因为利润总额减少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58亿元，主要原因为原材料成本下降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31亿元，主要原因为购买设备等投资支出少于去

年同期导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22亿元，主要原因为增加贷款流入少于去年同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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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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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怀靖

日期：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18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佳通 公告编号：临2020-030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前三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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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1-9月主要经营数据（未审计）披露如下：

一、主营产品一一轮胎的生产与销售情况

2020年1-9月

轮胎产量 轮胎销量 主营业务--轮胎产品收入

826.99万条 842.84万条 19.53亿元

二、主要产品及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为轮胎，2020年1-9月实现轮胎销售收入19.53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22亿元，本期

轮胎销售平均单价同比下降约6.97%。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中天然胶同比下降约8.68%左右，合成胶同比下

降18.26%左右，配合剂同比下降约11.9%左右，碳黑同比下降约22.36%左右。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未获得通过， 公司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再次履

行相应的程序，由于公司主营业务90%以上来自关联交易，若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持续未获得通过，及若公司

停止关联交易，将导致公司无法生产经营，给公司和全体股东带来巨额损失，严重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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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徐增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玉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炯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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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5,447,985.04 5,941,296,451.57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05,664,852.34 3,899,058,118.9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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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08,271.09 -524,493,038.1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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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0,399,472.95 10,414,618,070.66 -3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99,637.95 -29,960,578.3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812,170.89 -59,328,220.5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0.77 增加1.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1 -0.074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1 -0.074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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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82.74 5,6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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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840.00 1,782,6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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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64,113.04 62,396,024.2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

227,174.00 427,1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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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886.85 -652,774.3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3,089.07 270,114.05

所得税影响额 -8,317,038.96 -8,317,038.96

合计 40,558,173.04 55,911,8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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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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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117,142,149 28.12 0 质押 30,325,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三号

25,238,744 6.0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沈慧琴 21,300,400 5.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建东 20,359,486 4.8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陆家

嘴信托－陆家嘴信托－鸿泰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516,302 4.45 0 无 0 其他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088,908 3.38 0 无 0 其他

徐增增 12,284,948 2.95 0 质押 9,400,000 境内自然人

刘振光 6,926,611 1.66 0 质押 5,200,000 境内自然人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

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6,112,770 1.47 0 无 0 其他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投乐

定增6号资产管理计划

3,119,674 0.7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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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117,142,149 人民币普通股 117,142,14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 25,238,744 人民币普通股 25,238,744

沈慧琴 21,30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00,400

何建东 20,359,486 人民币普通股 20,359,486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陆家嘴信托－陆家嘴信托－鸿泰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516,302 人民币普通股 18,516,302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088,908 人民币普通股 14,088,908

徐增增 12,284,948 人民币普通股 12,284,948

刘振光 6,926,611 人民币普通股 6,926,611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6,112,770 人民币普通股 6,112,77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投乐定增6号资产管理计划 3,119,674 人民币普通股 3,119,6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由徐增增、刘振光、刘策100%控股，

刘振光与徐增增为夫妻关系，徐增增为公司董事长，刘振光

为公司董事；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徐增增和刘振光为一

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形之外,本公司未知公司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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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货币资金 1,341,277,622.71 699,848,099.01 91.65%

交易性金融资产 511,650,000.00 1,437,705,907.44 -64.41%

其他应收款 28,422,430.46 42,652,112.84 -33.36%

在建工程 164,261,385.90 3,878,607.83 4135.06%

应付票据 230,000,000.00 395,511,720.00 -41.85%

预收款项 37,451,701.32 -100.00%

合同负债 47,476,015.99 不适用

应交税费 4,980,993.12 7,362,942.08 -32.35%

其他应付款 17,865,576.87 34,014,822.59 -47.48%

其他流动负债 6,516,584.69 181,354.90 3493.28%

其他综合收益 8,262,345.30 18,773,594.34 -55.99%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7,230,399,472.95 10,414,618,070.66 -30.57%

营业成本 7,156,761,750.85 10,355,515,260.00 -30.89%

销售费用 21,084,887.37 12,361,451.58 70.57%

管理费用 36,207,717.07 57,017,725.54 -36.50%

研发费用 3,693,569.28 不适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3,849,959.89 -1,833,771.60 不适用

信用减值损失 -7,080,939.79 1,198,686.04 -690.73%

资产减值损失 -7,469,990.13 6,026,504.86 -223.95%

营业外收入 350,938.90 1,757,280.04 -80.03%

营业外支出 1,202,245.29 320,562.80 275.04%

所得税费用 8,284,067.49 1,739,944.78 376.11%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552,097.36 9,062,165.87 -238.51%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幅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8,723,327,273.65 16,398,203,029.12 -46.8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788,086.04 11,564,921.88 140.2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8,620,527,905.54 16,815,551,392.23 -48.7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6,546,018.32 39,169,271.45 -32.23%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049,682.16 19,362,182.96 -3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08,271.09 -524,493,038.12 不适用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68,135,201.06 35,784,275.89 90.4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188,044.25 2,250,050.00 -91.6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709,586.43 -1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0,695,707.76 -232,686,479.58 不适用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 不适用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54,776,673.67 2,807,880,924.81 -48.19%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3,244,751.19 394,371,962.57 -53.5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38,756,462.96 2,590,822,739.79 -36.7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4,517,168.15 775,311,065.78 -76.20%

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部分理财产品到期，使得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筹集资金用于归还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

2.交易性金融资产：报告期末，部分理财产品到期，使得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

3.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金属子公司收回合同保证金，使得应收保证金较期初减少。

4.在建工程：报告期末，子公司金汉王云计算中心项目二期机电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因募集资金持续

投入项目建设，使得在建工程余额较期初有所增加。

5.应付票据：部分业务采取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方式结算，截至报告期末，部分应付票据到期，使得余

额较期初减少。

6.预收款项：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款项调整至

合同负债科目。

7.合同负债：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款项调整至

合同负债科目。报告期末，子公司尚未结算、尚未履行交货义务的预收账款增加。

8.应交税费：报告期末，应交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少。

9.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子公司赎回质押到期的存货，使得应付存货质押款余额减少。

10.其他流动负债:报告期末，子公司被套期项目及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负债增加。

11.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期末，由于汇率波动，使得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

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及宏观贸易环境因素影响，公司调整经营策略，缩减贸易量控制贸易

风险，营业收入随业务量下降而下降。

2.营业成本: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及宏观贸易环境因素影响，公司调整经营策略，缩减贸易量控制贸易

风险，营业成本随业务量下降而下降。

3.销售费用:报告期内，境外子公司开展增量油品业务使得仓储费增加。

4.管理费用:2019年5月底，子公司金汉王云计算中心项目一期投产后，该项目计提的房屋建筑物折旧和

土地使用权摊销从管理费用转入营业成本，使得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5.研发费用:2020年7月，IDC子公司成立研发中心，确认研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宁波宇策认购的基金“杭州嘉富泽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以寒武纪在二级市场的股价为依据，确认对持有

的嘉富泽地基金份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信用减值损失:报告期内，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增加。

8.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内，受部分油品价格下跌影响，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9.营业外收入:去年同期，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及客户未能履约等原因收到合同违约金；本报告期内收到

违约金金额较小。

10.营业外支出:报告期内，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取消订单支付违约金。

11.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内，由于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使得

递延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12.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报告期内，由于汇率波动，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内，受疫情及宏观贸易环境影响，公司调整经营策略，缩减贸

易量控制贸易风险，业务量同比有所下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取得的现金减少。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收到的合同保证金及IDC子公司收到增值税

留抵税额退税较去年同期增加。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内，受疫情及宏观贸易环境影响，公司调整经营策略，缩减贸

易量控制贸易风险，随着销售业务量下降，采购需求减少，使得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内，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受业务量下降影响，金属子公司支

付职工薪酬较去年同期减少。

5.支付的各项税费：报告期内，支付所得税税款较去年同期减少。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油品及金属采购备货支付的预付款减少。金属子公司附追

索权的信用证到期后冲销应收账款，同时调增“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收到的现金”项目。

7.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内，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投资收益和理财收益收到的现金较

去年同期增加。

8.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去年同期，公司处置一艘老旧船舶收回的

款项，本报告期内处置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小。

9.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支付远期外汇保证金减少。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理财产品净增加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11.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内，收到少数股东投入资本金。

1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信用证贴现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13.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以存货质押形式进行融资收到的现金较去

年同期减少。

1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内，母公司偿还短期借款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同时，子公司部

分已贴现附追索权的信用证到期，冲销短期借款的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15.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保证金、以及赎

回质押存货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且去年同期支付股票回购款，本报告期内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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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2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0年2月8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第三期)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0-009)。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尚未回购股份。

后续回购安排：公司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至2021年2月6日

止。公司后续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股份回

购方案，结合公司资金安排情况及股价的整体表现，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推进实施回购程序；必要时提请董事

会调整股票回购价格，按时完成本次回购计划。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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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增增

日期：202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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