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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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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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建国、会计机构负责人柴晶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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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 资 产

（元）

198,066,402,668.92 183,182,566,384.14 184,188,013,768.53 7.53%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元）

19,305,117,660.47 19,410,977,267.68 19,353,828,258.77 -0.2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比上

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

报告期

末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元）

5,617,253,328.93 4,061,609,877.41 4,063,734,252.85 38.23%

17,804,093,

864.10

22,332,456,

405.75

22,338,085,

651.72

-20.

30%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元）

194,768,936.23 503,754,557.48 481,385,330.05 -59.54% 760,369,853.91 2,435,375,894.26 2,350,521,673.78

-67.

65%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元）

172,059,262.28 -6,878,632.12 -6,878,632.12

2,

601.36%

739,042,970.16 1,458,371,622.50 1,458,371,622.50

-49.

32%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元）

6,198,496,694.69 2,513,922,418.62 2,504,670,606.60 147.48% 6,377,388,931.57 2,682,515,587.96 2,567,127,144.14

148.43

%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0.05 0.13 0.12 -58.33% 0.18 0.62 0.60

-70.

00%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0.05 0.13 0.12 -58.33% 0.18 0.62 0.60

-70.

00%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1.02% 2.96% 2.79%

减少1.77

个百分

点

3.93% 14.87% 12.15%

减 少

8.22 个

百分点

注：因本报告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新增合并中粮（北京）农业生态谷发展

有限公司，故追溯调整以前年度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3,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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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90,2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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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1,282.23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粮（北京）农业生态谷发展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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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9,188.62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471,698.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015,978.7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844,568.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929,930.25

合计 21,326,88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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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及子公

司收取股东或公司收取参股子公

司往来款资金占用费

666,808,910.52

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是子公司收取股东

或公司收取参股公司往来款的资金占用费，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是

公司通过金融机构对外贷款取得的损益， 公司判断这两项业务与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业务直接相关，且在未来期间持续发生，不再具有特殊性和偶

发性的特点，不再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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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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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28% 2,112,138,742 2,112,138,742 - -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0% 857,354,140 - - -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22L-CT001深

其他 6.61% 283,417,532 283,417,532 - -

工银瑞信投资－工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0% 77,025,469 77,025,469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4% 65,864,600 -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3% 35,400,079 - - -

灰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道明中国收入成

长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26% 10,941,301 - - -

张忱业 境内自然人 0.17% 7,498,46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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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6,197,192 - - -

陈庆振 境内自然人 0.09% 4,006,33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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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857,354,140 人民币普通股 857,354,1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864,600 人民币普通股 65,864,6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5,400,079 人民币普通股 35,400,079

灰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道明中国收入成长基金（交易所） 10,941,301 人民币普通股 10,941,301

张忱业 7,498,461 人民币普通股 7,49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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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7,192 人民币普通股 6,197,192

陈庆振 4,006,330 人民币普通股 4,006,33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唐军峰 3,560,046 人民币普通股 3,560,046

北京鼎新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478,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8,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明毅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者存在关

联关系， 属于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

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中国证监

会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忱业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7,498,461�股，普通账户持股0�股，实际合计持

有7,498,461股。公司股东陈庆振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04,030股，普通账户持股

2,300�股，实际合计持有4,006,33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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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调整

后）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804,640.00 51,902,900.00 -50.28%

主要是本期收回一年内到期的信托业保障基金

所致

应收账款 523,964,760.21 323,176,402.39 62.13%

主要是本期受疫情影响， 商户租金暂缓延迟缴

纳，持有物业应收租金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14,316,920.35 74,237,644.01 53.99% 主要是本期增加信托业保障基金所致

在建工程 6,293,819.04 1,409,387.00 346.56% 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636,057,791.63 3,196,114,096.93 45.05% 主要是本期信用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81,703,647.13 600,020,453.62 -36.38% 主要是本期支付绩效工资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8,012,580,572.35 13,675,263,214.06 -41.41% 主要是本期偿还一年内到期的债务所致

预收款项 251,146,074.77 29,792,315,314.27 不适用 执行新收入准则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合同负债 40,610,186,278.25 7,781,447,545.78 不适用 执行新收入准则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其他流动负债 3,190,076,671.77 - 不适用 执行新收入准则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调整后）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855,821,604.49 2,819,144,964.16 -34.17%

主要是本期商品房销售毛利额同比减少， 对应

土增税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807,204,425.62 1,373,495,593.24 -41.23%

主要是本期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债务受汇率波

动影响，汇兑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727,261,228.35 747,281,197.61 -197.32%

主要是去年同期因发生处置子公司、 追加投资

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等取得投资收益，

本期无此投资收益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列示）

-210,318,694.96 -82,973,909.00 -153.48%

主要是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377,388,931.57 2,567,127,144.14 148.43% 主要是本期经营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89,351,694.28 -3,457,265,729.99 42.46%

主要是本期支付合营、 联营企业往来款同比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81,928,540.78 2,864,048,282.17 -48.26% 主要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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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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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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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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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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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46,308.68 2019/9/3 2024/9/3 46,308.68 0 0 46,308.68 1.05%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7,014.40 2019/9/19 2024/8/30 7,014.40 0 0 7,014.40 0.16%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40,860.60 2019/9/19 2024/8/30 40,860.60 0 0 40,860.60 0.93%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9,874.65 2019/9/19 2024/8/30 9,874.65 0 0 9,874.65 0.22%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54,480.80 2019/9/19 2024/8/30 54,480.80 0 0 54,480.80 1.24%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68,101.00 2019/11/8 2022/11/8 68,101.00 0 0 68,101.00 1.55%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95,341.40 2019/11/8 2022/11/8 95,341.40 0 0 95,341.40 2.17%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136,202.00 2019/11/8 2024/11/8 136,202.00 0 0 136,202.00 3.10%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27,240.40 2019/11/8 2024/11/8 27,240.40 0 0 27,240.40 0.62%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68,101.00 2019/12/9 2022/11/8 68,101.00 0 0 68,101.00 1.55%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68,101.00 2019/12/9 2024/11/8 68,101.00 0 0 68,101.00 1.55%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20,430.30 2020/2/8 2022/11/8 20,430.30 0 0 20,430.30 0.47%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20,430.30 2020/2/8 2024/11/8 20,430.30 0 0 20,430.30 0.47%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10,215.15 2020/2/21

2024/10/2

4

10,215.15 0 0 10,215.15 0.23%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34,050.50 2020/1/23

2022/12/1

3

34,050.50 0 0 34,050.50 0.78%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34,050.50 2020/1/23

2022/12/1

3

34,050.50 0 0 34,050.50 0.78%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34,050.50 2020/1/23

2022/12/1

3

34,050.50 0 0 34,050.50 0.78%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17,025.25 2020/1/23

2022/12/1

3

17,025.25 0 0 17,025.25 0.39%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17,025.25 2020/1/23

2022/12/1

3

17,025.25 0 0 17,025.25 0.39%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27,240.40 2020/1/23

2022/12/1

3

27,240.40 0 0 27,240.40 0.62%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20,430.30 2020/1/23

2022/12/1

3

20,430.30 0 0 20,430.30 0.47%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20,430.30 2020/1/23

2022/12/1

3

20,430.30 0 0 20,430.30 0.47% 0

银行 无 否 利率互换 17,025.25 2020/2/24

2022/12/1

3

17,025.25 0 0 17,025.25 0.39% 0

银行 无 否 汇率远期 13,620.20 2020/1/9 2021/9/24 13,620.20 0 0 13,620.20 0.31% 0

银行 无 否 汇率远期 6,810.10 2020/1/14 2021/1/14 6,810.10 0 0 6,810.10 0.16% 0

银行 无 否 汇率远期 6,810.10 2020/1/17 2021/1/21 6,810.10 0 0 6,810.10 0.16% 0

银行 无 否 汇率远期 6,810.10 2020/1/17 2021/1/21 6,810.10 0 0 6,810.10 0.16% 0

银行 无 否 汇率远期 4,393.60 2020/1/14 2021/1/14 4,393.60 0 0 4,393.60 0.10% 0

银行 无 否 汇率远期 4,393.60 2020/1/14 2021/1/14 4,393.60 0 0 4,393.60 0.10% 0

合计 936,867.63 -- -- 621,625.93

315,

241.70

0 0 936,867.63 21.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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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1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大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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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降低利率变动产生的风险，公司子公司针对约13.128亿美元的浮息借款签署了相对应的利率互换合

约（IRS），公司子公司按照浮动利率向合约对手方收取利息，以向债权人支付其应收取的浮动利息，

同时按照固定利率向合约对手方支付利息。通过锁定远期利率，减少利率变动风险。

为降低汇率变动产生的风险， 公司子公司针对约6290万美元的外币借款签署了远期合约（DF），

公司子公司按照远期合约，在未来约定日期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或港币。通过锁定远期汇率，减少汇

率变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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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S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对本公司报告无损益影响。公允价值的计算采用折现现金流法，即未来

现金流量根据远期利率（来自报告期末的可观察收益曲线）及反映多个对手方的信贷风险的比率折

现的合约利率估计。

DF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对本公司报告无损益影响。公允价值的计算使用成本比较法，即考

虑到即期汇率、外汇远期点数的变化，相同结构的远期在报告期末时点的市场参考价格（由各交易对

手提供）和交易价格之间的交割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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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

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认为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与公司业务紧密相关，

符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需求，具有必要性。通过开展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公司能更好地规避和防

范所面临的外汇汇率、利率波动风险，增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同时，公司已制定《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明确了衍生品业务的操作流程、审批流程及风险管理，完善了

内部控制制度，制定了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管理措施，业务流程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内容、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注1：上述利率互换及汇率远期投资金额为名义本金，原币种为港币或美元，表格中以

2020年9月30日人民币外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

注2：此处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指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列报的所有者权益。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60,443,001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7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425,781,396.73元,扣除证券承销费人

民币22,886,792.45元（不含增值税1,373,207.55元）及公司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

费用人民币623,018.8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402,271,585.41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03,860.81万元， 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3,

263.6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90,597.00万元，手续费支出0.21万元，公司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137,773.04万元，其中利息收入1,475.75万元。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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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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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北京 业绩说明会 机构

华泰证券、华创证券、东

方证券、中信证券、南方

基金、海通证券、高盛、博

时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分

析师、研究员。

-

公司战略及 2020�年上

半年财务情况、 公司各

业务板块经营情况

董事长签名： 周政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0-104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10月26日以当面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29日以通

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2020年9月30日）》

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审议事项属关联事项，关联董事周政、朱来宾、马德伟、姜勇已回避表决。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2020年9月30日）》。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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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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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付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贲亮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贲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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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6,545,575.76 3,151,302,506.27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75,940,739.95 2,004,480,772.25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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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97,177.60 -9.55% 449,003,025.18 -4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066,391.18 20.61% -55,360,852.26 -11,93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586,049.10 46.84% -60,634,674.95 -1,43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2,271,026.63 -446.31% -209,086,904.17 -379.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 -0.11 -11,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 -0.11 -11,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0.27% -2.79%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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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1,3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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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883.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1,741.8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84,681.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4,541.95

合计 5,273,822.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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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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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华建材（中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67% 94,488,394 94,488,394

江苏建华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90% 56,127,800

王维华 境内自然人 8.88% 50,371,529 质押 50,360,700

刘长杰 境内自然人 4.15% 23,534,339 质押 23,534,339

刘吉康 境内自然人 1.47% 8,356,550

王晓军 境内自然人 1.38% 7,812,531 5,859,398 质押 3,036,067

杨爱水 境内自然人 1.17% 6,609,40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1.12% 6,349,337 质押 6,349,207

刘素霞 境内自然人 0.88% 5,000,154 质押 5,000,000

李久成 境内自然人 0.69% 3,911,629 质押 3,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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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6,127,800 人民币普通股 56,127,800

王维华 50,371,529 人民币普通股 50,371,529

刘长杰 23,534,339 人民币普通股 23,534,339

刘吉康 8,356,550 人民币普通股 8,356,550

杨爱水 6,609,4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9,400

张宇 6,349,337 人民币普通股 6,349,337

刘素霞 5,000,154 人民币普通股 5,000,154

李久成 3,911,629 人民币普通股 3,911,629

卓鸿熙 3,669,608 人民币普通股 3,669,608

赵效德 3,663,433 人民币普通股 3,663,4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与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咨询” ）受许培

锋先生控制。

2、刘长杰先生及其配偶王维华女士与建华咨询分别于2019年12月30日、2019年12月31日签署

了《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王维华女士与建

华咨询于2020年3月12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与一致行动协议》。

3、刘素霞女士与刘吉康先生为母子关系。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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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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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较期初降低100%，主要为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增长822.58%，主要为收到客户以商业承兑汇票支付的货款增加

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期末较期初降低69.24%，主要为以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供应商货款

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增长174.11%，主要为预付供应商材料款增加所致。

5、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长82.27%，主要为往来款及借款增加所致。

6、存货期末较期初增长57.91%，主要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及客户复工延缓，产品发货

减少所致。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长74.01%，主要为长期应收款中融资租赁保证

金将于1年内到期，由长期应收款调入所致。

8、长期应收款期末较期初降低100%，主要为长期应收款中融资租赁保证金将于1年内到

期，长期应收款调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所致。

9、 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降低55.50%， 主要为在建工程达到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所

致。

10、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增长90.66%，主要为续租土地费用、新增担保费用增加所

致。

11、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降低57.88%，主要为待抵扣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12、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增长1381.59%，主要为本期以票据支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13、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降低62.32%，主要为支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14、合同负债期末较期初增长45.28%，主要为依据合同收取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1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降低40.38%，主要为短期薪酬减少所致。

16、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降低64.72%，主要为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相应应交增值税减少

所致。

1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较期初降低39.45%，主要为偿还融资租赁租金所致。

18、长期应付款期末较期初降低89.05%，主要为偿还融资租赁租金所致。

19、营业收入本期较去年同期降低43.41%，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降低50%，主要为受新冠

疫情影响，前期公司及客户复工延缓，产品发货减少所致。

20、销售费用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33.11%，主要为上期执行的鄂北项目订单为业主承担

运费所致。

21、其他收益本期较去年同期降低77.37%，主要为本期确认政府补助收入减少所致。

22、信用减值损失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277.98%，主要为坏账准备计提增加所致。

23、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3709.51%，主要为本期处置房屋资产产生的收益

增加所致。

24、营业外收入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100.60%，主要为处置废旧资产增加所致。

25、营业外支出本期较去年同期增长211.84%，主要为新冠疫情期间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2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去年同期降低379.04%，主要因公司为项目生产

储备存货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期有所增加所致。

2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去年同期降低49.22%，主要为本期处置固定资

产收回的现金减少以及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48.67%，主要是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

股票，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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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1日，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公告，公司向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94,488,394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9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2、2020年9月25日，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将持有的湖北大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关联方建华控

股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交易对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0年09月11日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

市公告书》：巨潮资讯网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 2020年09月25日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2020-087）：《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劵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

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

计2,534,55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5%，最高成交价为4.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1元/

股，累计成交总金额为12,312,783.70元（不含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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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40号）核准，公司向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94,488,394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3.58元，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338,268,450.52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6,820,819.96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0年8月21日全部到账，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了和信验字（2020）第000028号《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2020年9月30日，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3,000万元。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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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

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

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情

况

山东龙泉管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某建设管理局 PCCP 41,832.61万元 88.17%

本期确认的销售

收入1276.74万元；

累计确认的销售

收入32216.78万元

截至期末应收账

款金额5022.61万

元。

山东龙泉管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水务平潭引

水开发有限公司

PCCP 10,578.27万元 38.70%

本期确认的销售

收入1639.61万元；

累计确认的销售

收入3627.19万元

截至期末应收账

款 金 额 57.15 万

元。

山东龙泉管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福清市闽江调水

工程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PCCP 6,926.31万元 20.43%

本期确认的销售

收入1253.65万元；

累计确认的销售

收入1253.65万元

截至期末应收账

款金额 174.71万

元。

山东龙泉管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

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

钢筋混凝土顶管 14,581.75万元 31.56%

本期确认的销售

收入990.00万元；

累计确认的销售

收入4124.02万元

截至期末应收账

款金额1109.82万

元。

山东龙泉管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引绰济辽

供水有限责任公

司

PCCP 64,117.65万元 3.95%

本期确认的销售

收入2240.31万元；

累计确认的销售

收入2240.31万元

无

山东龙泉管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一冶集团有

限公司

PCCP 9,534.57万元 35%

本期确认的销售

收入661.55万元；

累计确认的销售

收入3083.60万元

截至期末应收账

款金额 389.75万

元。

山东龙泉管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引江济淮

工程有限公司

PCCP 21,493.39万元 0 无 无

无锡市新峰管业

有限公司

盛虹炼化 （连云

港）有限公司

金属管件 33,000万元 0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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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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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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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付波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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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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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

年10月25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28日上午11点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赵玉华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

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赵玉华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

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2、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

简 历

赵玉华女士：198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总裁办主任、人力资源总监，现任建华建

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兼建华学院执行院长、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等。

赵玉华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截至目前，赵玉华女士未持有龙泉

股份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赵玉华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300474� � � �证券简称：景嘉微 公告编号：2020-082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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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等相关事项。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年第三季

度报告》 于2020年10月30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300094� � � �证券简称：国联水产 公告编号：2020-110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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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朋友，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 已于 2020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2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300771� � � �证券简称：智莱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5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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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9日，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

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300153� � �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2020-041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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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 于2020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