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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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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董长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闫俊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兵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3,982,572,784.94 25,473,356,455.04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84,155,748.09 4,856,580,520.23 -1.4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74,284,882.09 -37.90% 4,789,212,822.48 -4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241,527.54 83.77% 48,551,361.12 14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74,381,948.80 62.50% -105,481,129.65 2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4,360,872.12 616.82% 93,545,993.56 -84.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8 83.83% 0.0247 143.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8 83.83% 0.0247 143.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3.33% 1.0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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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6,097,176.84

主要为子公司沈冶机械以房屋、土

地对外出资以及红烨投资处置部分

盛达资源股权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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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22,335.89

债务重组损益 64,375.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149,481.07 主要为母公司诉讼事项胜诉影响。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8,004.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024,216.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024,666.31

合计 154,032,490.77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4,

1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75% 664,613,232 0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4% 81,518,800 0

中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1% 61,211,84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5% 52,171,6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9% 11,523,483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10,100,396 0

罗小春 境内自然人 0.43% 8,503,480 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0% 7,900,959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7,297,96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35% 6,970,1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664,613,232 人民币普通股 664,613,232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81,5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1,518,800

中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61,211,840 人民币普通股 61,211,8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2,171,600 人民币普通股 52,171,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523,483 人民币普通股 11,523,48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0,100,396 人民币普通股 10,100,396

罗小春 8,503,480 人民币普通股 8,503,48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00,959 人民币普通股 7,900,95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7,297,968 人民币普通股 7,297,96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970,100 人民币普通股 6,97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名股东与其他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公

司无法确认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无法确认是否

为《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

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财务数据 重大变化说明

其他应收款 本报告期末该项目金额较年初减少36.83%，主要系报告期末母公司往来款项回款增加所致。

存货

本报告期末该项目金额较年初减少47.20%，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部分存货重分类至合同资产所

致。

合同资产

本报告期末该项目金额较年初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部分存货重分类至合同资产

所致。

预收款项

本报告期末该项目金额较年初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所致。

应付股利 本报告期末较上年期末增加41.81%，主要系毛里求斯子公司应付股利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本报告期末该项目金额较年初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所致。

长期借款 本报告期末较上年期末增加70.57%，主要系报告期末母公司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本报告期末较上年期末减少90.57%，主要系报告期末母公司诉讼事项胜诉所致。

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4.76%，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受市场环境及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营业成本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7.7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受市场环境及有色金属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

公司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销售费用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8.23%，主要系新加坡子公司销售量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16.54%，主要系子公司中色矿业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94.12%，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存货等减值损失波动影响。

投资收益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9.69%，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红烨投资处置部分盛达资源股权产生的

收益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692.28%，主要为子公司沈冶机械以房屋、土地对外出资产生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94.69%，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母公司诉讼事项胜诉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84.82%，主要系工程承包业务回款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82.07%，主要系主要系本报告期对外股权投资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74.62%，主要系母公司取得借款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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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8月4日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减持盛达资源（股票

代码：000603）股票4,822,662股，占盛达资源总股本0.6990%，符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减持前共持有盛达资源股票21,298,758股，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持有盛达资源股票16,476,096股。

2、2019年12月9日，中色股份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79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控股子公司沈冶机械破产重整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中国有

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本报告期内，沈冶机械积极配合法院有效推

动破产重整工作，2020年7月29日，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20）辽0106破申1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公司对沈冶机械的破产重整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

7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沈冶机械破

产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 2020年8月17日，公司收到沈阳市铁西

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辽0106破1-1号《决定书》，法院指定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

担任沈冶机械管理人，李海义为负责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沈冶机械破产重整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9）。 截至本报告期末，经法院裁定的沈冶机械破产重整方案

尚未确定，破产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的具体影响也需待破产重整

完成后方能确定。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沈冶机械破产重整进程，积极维护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权益，并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

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银河期

货有限

公司

无 否 锌 5,662.13 2020.01 2020.09 5,662.13 19,171.54 18,985.31 6,908.40 1.44% 364.85

华泰期

货有限

公司

无 否 锌 2020.01 2020.09 6,296.04 6,940.50 1.45%

合计 5,662.13 -- -- 5,662.13 25,467.58 18,985.31 13,848.90 2.89% 364.85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19年12月31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

控制措施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

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报告期内持仓衍生品面临市场价格上涨带来的浮动或到期亏损风险，公司对主要产品锌锭进行保

值，合理控制保值比例，不超过董事会批准的上限，因此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可控。 合约全部为期

货合约，流动性较好，经纪公司信誉良好，法律风险小。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

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

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

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

设定

报告期内，公司持仓的衍生品为锌期货合约，其公允价值直接按市场价格计算，无需设置各类参

数。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

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

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一致。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

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我们认为，（1）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履行了

相关的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风险，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2）公司建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期货

套期保值管理办法》，明确了业务操作流程、审批流程及风险防控等内部控制程序，对公司控制期

货风险起到了保障的作用。（3）公司确定的年度套期保值保证金的最高额度和交易品种合理，符

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有利于公司合理的控制交易风险。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0年03月24日 在线视频会议 其他 机构

华安基金、 大成基金、

中邮基金

介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

司未提供资料。

无

2020年03月25日 在线视频会议 其他 机构

诺安基金、 鹏华基金、

富国基金

介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

司未提供资料。

无

2020年03月26日 在线视频会议 其他 机构

建信基金、 嘉实基金、

博时基金、广发基金

介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

司未提供资料。

无

2020年03月27日 在线视频会议 其他 机构

太平资产、 信达澳银、

交银施罗德、光大保德

信等9家机构

介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

司未提供资料。

无

2020年05月25日 在线视频会议 其他 机构 Athena�Capital

介绍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未提供资

料。

无

2020年09月08日 全景网在线交流 其他 其他 投资者

公司参加2020年北京辖区深市上市

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公司高

管与投资者就公司发展经营等问题

进行沟通。

无

证券代码：000758� � �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7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经营合同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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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

号一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0年第三季度工程总承包业务经营合同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签订单情况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新签工程承包项目合同1个，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29亿元。

二、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执行未完工项目20个，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261.19亿元，尚

未完成的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41.77亿元。

三、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签约未生效项目6个，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316.22亿元。

四、本报告期内没有需要披露的重大项目。

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未经审计，公司重要经营合同的具体情况可参阅公

司定期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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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姚良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良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王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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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1,803,828.93 14,813,874,091.94 2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04,436,377.23 9,558,915,785.15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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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0,248,962.30 1,752,969,236.83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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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1,611,771.59 9,535,305,087.21 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0,210,958.25 1,378,168,038.18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7,061,346.73 1,291,029,426.56 7.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7 16.71 减少2.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8 2.36 5.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4 2.33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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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779.77 983,6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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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3,077.99 51,307,5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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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234.94 28,090,600.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26,443.21 -4,436,692.59

所得税影响额 -3,307,474.78 -12,795,473.69

合计 16,696,174.71 63,149,6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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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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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良松 403,200,000 67.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姚良柏 51,578,316 8.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654,834 6.15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聚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30,802 0.84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

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4,211,904 0.71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

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62,100 0.66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47,044 0.65 0 无 0 其他

赣州天欧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962,789 0.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1,997,431 0.33 0 无 0 其他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 1,800,769 0.3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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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良松 40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200,000

姚良柏 51,578,316 人民币普通股 51,578,31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654,834 人民币普通股 36,654,83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聚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30,802 人民币普通股 5,030,80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

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11,904 人民币普通股 4,211,90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96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2,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消费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47,044 人民币普通股 3,847,044

赣州天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62,789 人民币普通股 2,962,789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1,997,431 人民币普通股 1,997,431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 1,800,769 人民币普通股 1,800,7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姚良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姚良柏为姚良松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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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4,622,032,497.31 1,466,506,758.36 3,155,525,738.95 215.17%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44,341,041.10 1,514,408,730.83 -470,067,689.73 -31.04%

应收账款 742,368,193.72 492,577,381.43 249,790,812.29 50.7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5,602,784.35 83,780,784.35 81,822,000.00 97.66%

在建工程 2,396,102,378.80 1,694,097,946.39 702,004,432.41 41.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8,467,171.93 333,469,054.17 114,998,117.76 34.49%

短期借款 2,001,115,309.42 52,576,329.27 1,948,538,980.15 3706.11%

应付职工薪酬 227,624,282.83 416,385,183.54 -188,760,900.71 -45.33%

应交税费 295,338,218.55 122,750,177.03 172,588,041.52 140.60%

应付债券 772,643,453.72 1,196,042,568.01 -423,399,114.29 -35.40%

股本 596,358,513.00 420,170,165.00 176,188,348.00 41.93%

其他权益工具 187,362,251.76 309,113,075.12 -121,750,823.36 -39.39%

其他综合收益 7,058,492.99 14,210,898.53 -7,152,405.54 -50.33%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主要是部分理财资金到期赎回及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主要是部分理财资金到期赎回所致；

3.�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主要是期末应收大宗用户业务项目款增加所致；

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较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主要是琶洲及基地在建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主要是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7.�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主要是短期流动性融资增加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主要是支付上年年终奖金所致；

9.�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及应交所得税相应增加所致；

10.�应付债券：较期初减少主要是公司可转债转股所致；

11.�股本：较期初增加主要是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可转债转股所致；

12.�其他权益工具：较期初减少主要是公司可转债转股所致；

13.�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减少主要是公司持有的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3.1.2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投资收益 19,421,440.08 32,671,236.06 -13,249,795.98 -40.55%

资产处置收益 983,624.49 79,944.88 903,679.61 1130.38%

营业外收入 13,876,832.41 23,676,685.59 -9,799,853.18 -41.39%

营业外支出 13,800,668.00 5,297,555.71 8,503,112.29 160.51%

1.�投资收益：较上期减少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2.�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增加主要是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3.�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减少主要是罚款收入及政府补助收入减少所致；

4.�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报废物料增加所致。

3.1.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42,064,789.36 -5,293,899,895.86 4,751,835,106.50 89.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主要是收回理财产品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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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可转债转股情况

欧派家居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欧派转债” ） 转股期起止日期为

2020年2月24日至2025年8月15日。 在2020年2月24日至2020年9月30日， 累计有

582,201,000元“欧派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8,

119,307股，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93%。 尚未转股的“欧

派转债” 金额912,799,000元，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1.06%。 详情请见《欧派

家居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2）关于公司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 的相关事项

2020年7月20日至2020年8月24日期间， 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26个交易日

中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欧派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转股价

格调整前为131.90元/股；调整后为93.20元/股），已触发“欧派转债” 的赎回条

款。 2020年8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

回“欧派转债”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欧派转债” 的提前赎回

权，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 。 详情请见《欧派家居关于不提前赎回“欧派转

债”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7）。

2020年8月25日至2020年9月14日期间，“欧派转债” 已触发赎回条款（触发

条件见上文）。 2020年9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0年11月30日前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 的议案》，公司决定本次不行使

“欧派转债” 提前赎回权，并同意自2020年9月15日至2020年11月30日（含）期

间，若“欧派转债” 触发提前赎回条款，均不行使“欧派转债” 提前赎回权，均不

提前赎回“欧派转债” ； 从2020年12月1日为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当“欧派转

债” 再次触发赎回条款时，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欧派转债” 的

提前赎回权利。 详情请见《欧派家居关于不提前赎回“欧派转债” 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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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良松

日期 2020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3833� � �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0-059

债券代码：113543� � � �债券简称：欧派转债

转股代码：191543� � � �转股简称：欧派转股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前三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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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号一一家具制

造》的有关规定，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0年

前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厨 柜 413,015.80 263,681.02 36.16% -8.14% -4.81% -2.23%

衣 柜 381,095.06 225,155.51 40.92% 8.72% 8.80% -0.04%

卫 浴 50,156.24 37,188.54 25.85% 14.00% 14.22% -0.15%

木 门 48,542.12 39,898.45 17.81% 17.51% 18.06% -0.39%

其 他 70,775.81 49,875.25 29.53% 30.56% 39.98% -4.74%

合 计 963,585.03 615,798.77 36.09% 2.55% 5.10% -1.55%

（二）主营业务分渠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销售渠道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直营店 23,348.32 6,922.38 70.35% 11.99% 4.76% 2.05%

经销店 740,559.64 480,572.76 35.11% -0.25% 0.71% -0.62%

大宗业务 183,047.16 117,343.21 35.89% 18.39% 30.32% -5.87%

其他 16,629.92 10,965.28 34.06% -23.77% -9.51% -10.39%

合计 963,585.03 615,803.63 36.09% 2.55% 5.10% -1.55%

二、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

单位：家

报告期

欧派橱柜（含橱衣

综合）

欧派衣柜（衣柜独

立）

欧铂尼木门 欧派卫浴 欧铂丽 合计

2020年9月30日 2351 2141 1050 680 950 7172

2019年末 2334 2144 985 611 988 7062

变动情况 17 -3 65 69 -38 110

说明：门店变动与公司经销商经营计划调整、优化招商及经销管理政策等

因素相关，存在着短期波动的特点，为给投资者提供较为客观的门店变化信息，

季度经营数据仅披露店面变动情况，公司仅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年末门店开设和

关闭情况。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上接B134版）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11月1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11月16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济南市天桥区大魏庄东路99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11月16日

至2020年11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2 关于业绩承诺方回购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4.01 关于选举王新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4.02 关于选举王友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4.03 关于选举李学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4.04 关于选举翟艳婷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4.05 关于选举顾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4.06 关于选举蒋庆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5.01 关于选举李法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5.02 关于选举潘玉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5.03 关于选举韩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6.01 关于选举石荣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6.02 关于选举崔敏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3）、《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45）、《关于主要业绩承诺方回购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46）。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王小伟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

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

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

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

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29 天鹅股份 2020/11/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现场会议的登记及参会凭证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及参会；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法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或身份证明）进行登

记及参会。 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相应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及前述相关对应证件进行登记及参会。

（二）登记办法

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以2020年

11月13日16：00时前公司收到传真或信件为准），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20年11月13日上午9：

00-12：00，下午13:30-16:00。

（三）登记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大魏庄东路99号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证券部。

六、 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翟艳婷、吴维众

联系电话：0531-58675810

联系传真：0531-58675810

邮箱：swan@sdmj.com.cn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大魏庄东路99号

邮编：250032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11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 关于业绩承诺方回购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3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关于选举王新亭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02 关于选举王友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03 关于选举李学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04 关于选举翟艳婷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05 关于选举顾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06 关于选举蒋庆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 关于选举李法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2 关于选举潘玉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3 关于选举韩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6.01 关于选举石荣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6.02 关于选举崔敏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

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

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

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

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

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

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

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

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

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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