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020� � � �公司简称：方邦股份

第三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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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雷钦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黄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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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90,778,264.33 14,490,723,311.91 2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656,239,587.14 4,547,613,128.34 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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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156,955.91 496,804,055.74 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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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0,989,342.19 3,108,677,817.44 1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13,583,182.13 488,167,026.37 2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98,503,021.57 442,186,031.27 35.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29% 11.56% 减少1.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8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38 10.53

注：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减少1.27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IPO募集资

金到位后净资产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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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7,142.36 4,85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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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1,988.88 11,824,196.0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465,408.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1,279.64 2,144,028.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6,948.31 -628,894.65

所得税影响额 -2,208,139.89 -3,575,583.74

合计 8,095,322.68 15,080,1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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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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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

司

736,099,000 43.86 736,099,000 无 国有法人

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2,761,000 12.08 202,761,000 无 国有法人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142,428,000 8.49 142,428,000 无 国有法人

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101,725,000 6.06 101,725,00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61,035,000 3.64 61,035,000 无 国有法人

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40,690,000 2.42 40,690,000 无 国有法人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

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10,179,000 0.61 10,179,00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

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8,806,015 0.52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稳健回

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809,968 0.47 0 无 其他

杭州汉石投资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5,083,000 0.30 5,083,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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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

资基金

8,806,015 人民币普通股 8,806,0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稳

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809,968 人民币普通股 7,809,968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信

托·向阳2号灵活配置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0,000

张昕 1,133,664 人民币普通股 1,133,664

重庆景诚实业有限公司 1,120,363 人民币普通股 1,120,36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荣升稳健添利18个月定期开放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939,500 人民币普通股 939,500

傅志涛 937,400 人民币普通股 937,400

钱敏 669,249 人民币普通股 669,249

邹素职 585,100 人民币普通股 585,100

陈涛 566,600 人民币普通股 56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是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重庆市

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重庆市国资委。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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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注释

货币资金 2,048,628,687.39 1,334,126,192.18 714,502,495.21 53.56 注1

交易性金融资

产

700,000,000.00 700,000,000.00 不适用 注2

预付账款 99,943,178.23 59,659,899.15 40,283,279.08 67.52 注3

其他应收款 33,550,877.65 82,174,769.38 -48,623,891.73 -59.17 注4

合同资产 18,780,064.55 18,780,064.55 不适用 注5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40,000,000.00 -40,000,000.00 -100.00 注6

其他流动资产 556,902,317.55 399,613,510.59 157,288,806.96 39.36 注7

在建工程 3,998,918,961.95 2,584,216,184.30 1,414,702,777.65 54.74 注8

长期待摊费用 15,076,885.74 9,589,138.48 5,487,747.26 57.23 注9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9,886,676.57 35,053,214.76 -15,166,538.19 -43.27 注10

短期借款 781,872,201.01 1,318,575,801.31 -536,703,600.30 -40.70 注11

预收账款 475,990,505.71 -475,990,505.71 -100.00 注12

合同负债 734,303,321.54 734,303,321.54 不适用 注12

应交税费 67,751,335.93 45,946,950.11 21,804,385.82 47.46 注13

应付职工薪酬 8,631,905.48 56,662,901.20 -48,030,995.72 -84.77 注14

资本公积 3,945,897,143.33 1,824,165,143.33 2,121,732,000.00 116.31 注15

未分配利润 1,963,956,419.21 1,355,329,960.41 608,626,458.80 44.91 注16

注1：主要系收到IPO募集资金增加银行存款所致；

注2：主要系本期购买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所致；

注3：主要系三峰卡万塔预付辽宁抚顺PC项目、綦江EPC项目、武隆EPC项目等工程及设

备款项增加所致；

注4：主要系公司收回部分投标项目保证金所致；

注5：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EPC项目已完工未结算（部分完工）资产自“存货”

项目调整至“合同资产”项目所致；

注6：主要系收回綦江南新固废项目委托贷款所致；

注7：主要系鞍山项目、洛碛项目、赤峰项目（一期）等项目在建期间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增加所致；

注8：主要系洛碛项目、六安项目（二期）、鞍山项目、赤峰项目（一期）等按进度建设所

致；

注9：主要系会东三峰按BOT协议采取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所致；

注10：主要系赤峰项目（一期）、汕尾项目（二期）等项目预付购建长期资产款转入在建

工程所致；

注11：主要系公司归还部分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注12：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将因转让商品或提供服务向客户收取的预收账款不

含税金额自“预收款项”项目调整至“合同负债”项目所致；

注13：主要系公司计提2020年第三季度房产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注14：主要系发放以前年度递延绩效奖所致；

注15：主要系IPO股本溢价所致；

注16：主要系经营积累增加所致。

（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注释

研发费用 16,759,183.86 25,365,303.14 -8,606,119.28 -33.93 注1

信用减值损失 -16,705,123.19 -32,059,348.58 15,354,225.39 不适用 注2

资产减值损失 4,807,452.00 4,807,452.00 不适用 注3

资产处置收益 4,851,005.23 4,851,005.23 不适用 注4

营业外收入 3,371,847.66 27,772,095.86 -24,400,248.20 -87.86 注5

营业外支出 1,227,818.76 793,549.75 434,269.01 54.72 注6

注1： 主要系2019年Inconel智能制造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直接人工与材料成本投入较

多，该项目于2019年7月已完成试生产，导致本报告期研发费用减少；

注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应收款项账龄结构变化，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减少所致；

注3：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所致；

注4：主要系泰兴三峰处置剩余燃煤炉等资产确认收益所致；

注5：主要系2019年8月泰兴三峰收到电量指标差价补偿费2,307.46万元，本期无此项收入

所致；

注6：主要系报告期内对外扶贫捐赠及滞纳金支出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注释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8,000,000.00 8,000,000.00 不适用 注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2,991,053.94 421,299.84 12,569,754.10 2983.56 注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77,314,795.44 160,415,379.39 -83,100,583.95 -51.80 注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931,828,847.72 1,284,442,675.57 647,386,172.15 50.40 注4

投资支付的现金 791,761,142.00 103,404,914.00 688,356,228.00 665.69 注5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37,680,242.26 -37,680,242.26 -100.00 注6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35,312,117.40 72,501,725.79 -37,189,608.39 -51.29 注7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622,563,780.00 48,355,420.00 2,574,208,360.00 5323.52 注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5,390,295.86 30,000,000.00 -14,609,704.14 -48.70 注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729,122,500.00 1,062,320,300.00 666,802,200.00 62.77 注1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8,662,483.08 18,662,483.08 不适用 注11

注1：主要系泰兴三峰收到恒瑞公司分红款所致；

注2：主要系泰兴三峰处置剩余燃煤炉等资产收款所致；

注3： 主要系报告期内试运行项目数量及规模均小于去年同期， 项目试运行收款减少所

致；

注4：主要系报告期内营山项目、六安项目（二期）、綦江项目、诸暨项目、阿克苏项目等按

进度建设并支付款项所致；

注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购买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所致；

注6：主要系2019年收购白银三峰，本报告期内无项目收购所致；

注7：主要系报告期内在建项目支付的保函押金、工程类保证金同比减少所致；

注8：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IPO募集资金所致；

注9：主要系2019年9月赤峰公司收到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本报告期内未收到该类

专项补助资金所致；

注1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偿还部分银行贷款所致；

注11：主要系支付IPO发行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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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公司新增金额10,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1）重大采购合同

序号 采购单位 供应商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万元）

签署

日期

1 三峰卡万塔

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

西昌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建

安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10,357.86 2020.9.5

（2）重大销售合同

序号 销售单位 客户名称 货物（服务）名称 合同总价（万元）

签署

日期

1 三峰卡万塔

重庆合川三峰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

合川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

包（EPC）合同

46,791.00 2020.9.7

2 三峰卡万塔

辽宁抚矿三峰亿金环保

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抚顺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PC总承包合

同

48,152.10 2020.9.26

3 三峰卡万塔

西昌三峰环保发电有限

公司

西昌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设

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合同

28,175.99 2020.8.8

4 三峰卡万塔

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周口市商水2X600t/d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

备供货合同

19,662.60 202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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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雷钦平

日期 2020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1827� � � �证券简称：三峰环境 公告编号：2020-023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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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主要业务及收入、利润来源独立，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一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关联董事

雷钦平、张子春、Stephen� Clark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徐海云、田冠军、孙昌军、张海林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在关联交易议案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中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属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自愿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系通过公开招标或参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充

分协商确定，交易背景真实，定价原则公允、合理。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的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4月24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公司原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及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执行

情况如下：

1.向关联人采购商品和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全年发生 截至三季度末已发生

1 重庆市禾润中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危废处置服务 100.00 36.26

2 重庆三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购买垃圾车及垃圾压缩

机，采购垃圾运输服务

100.00 82.07

3 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劳务招标代理服务 100.00 20.73

合计 300.00 139.06

注：上述关联方中，重庆市禾润中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重庆市水务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 重庆三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33%的参

股公司， 因公司副总经理顾伟文先生过去12个月内曾在其担任董事长而成为公司关联方；重

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因其董事辛清泉先生同时在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重庆市水务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任董事而成为公司关联方。 上述交易均遵循市场化原则。

2.向关联人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全年发生 截至三季度末已发生

1 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提供渗滤液处理设施运

营管理服务、销售渗滤液

处理系统备件

5500.00 3271.35

2 郑州东兴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销售焚烧炉备件 500.00 10.28

3 绍兴市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焚烧炉备件 500.00 1.53

合计 6500.00 3283.16

注：上述关联方中，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郑州东兴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是公司持股34%的参股公司，因公司副总经理顾伟文先生在其担任董事而成为公司关联方；绍

兴市再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 因公司副总经理顾伟文先生在其担

任董事而成为公司关联方。 上述交易均遵循市场化原则。

（三）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调整内容

为满足市场情况变化和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拟对原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进行调整，具

体调整包括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以及新增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1.增加关联采购预计额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原预计 增加额度 增加后

截至三季度末已

发生

1

重庆三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

购买垃圾车及垃圾压缩机、采

购垃圾运输服务

100.00 1400.00 1500.00 82.07

2.新增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新增计划 截至三季度末已发生

1 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 采购污水处理服务 700.00 452.33

2 重庆水务集团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培训服务 2.00 1.61

合计 702.00 453.94

3.新增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新增计划 截至三季度末已发生

1 重庆创绿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12.00 0.00

合计 12.00 0.00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原预计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二、关联方情况、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一）重庆三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600N465P

法定代表人：舒少格

注册资本：人民币502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翠柏路104号1幢16-2

经营范围：城市排泄物处理服务；环保工程、建筑工程设计；道路普通货运；汽车租赁；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环卫设备、生活垃圾处理设备销售等

股权结构：重庆中科盛弘环卫有限公司持股34%，公司及重庆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持股33%。

关联关系：重庆三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33%的参股公司。由于公司副总经

理顾伟文先生过去12个月内曾在其担任董事长， 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第10.1.6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最近一个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人民币3722.90万元， 净资产

3281.03万元；2019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21.23万元，净利润-46.47元

2.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重庆三峰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垃圾收转运项目建设和运营、垃圾运输车辆

及设备销售等业务的企业。 公司子公司因建设垃圾收转运BOT/PPP等项目需要,通过公开招

标确定其为供货方，向其采购相关设备及服务。 交易价格以公开招标结果为依据，交易价格公

允。

（二）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768868528K

法定代表人：李炜炜

注册资本：人民币19629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化南二路3号

经营范围：供水厂及配套管线和其他配套设施的运营管理；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线和其

他配套设施的运营管理；提供污水处理服务等

股权结构：重庆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持股90%，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10%。 其中重庆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各持股50%的合营企业

关联关系：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参股的合营企业。 由于公司董事Stephen� Clark先生在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的规定，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最近一个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人民币56925.53万元， 净资产

6683.70万元；2019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509.76万元，净利润687.54万元

2.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是专业提供污水处理服务的企业。 公司本次与其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内容为接受其提供的污水处理服务。 交易价格以重庆长寿中法水务有限公司对外提

供的污水处理服务的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 根据公司需处理污水的污染物指标和处理难度，

由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三）重庆水务集团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606DBB6Y

法定代表人：徐踊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正街99（综合楼）

经营范围：行业报刊发行；从事水泵运行工、净水工、水质检验工、供水营销工、水表装修

工、污水（污泥）处理工、污水化验监测工、给排水设备维修工、给排水钳工、给排水管理工

（初、中、高级）培训；教育软件开发等

股权结构：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重庆水务集团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最近一个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人民币1029.91万元， 净资产

247.53万元；2019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09.88万元，净利润145.23万元

2.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本次与重庆水务集团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为接受其提

供的员工培训服务。 交易价格参考相关员工培训服务的市场公允价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

则，由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四）重庆创绿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7474853922

法定代表人：吴国防

注册资本：人民币52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化工园区内

经营范围：环境治理工程的设计、建设及运营管理；工业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收

集、再利用、处置、污染防治技术研究及咨询服务等

股权结构：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重庆创绿环境保护有限公司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规

定，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最近一个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人民币28562.83万元， 净资产

20813.66万元；2019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712.15万元，净利润1979.47万元

2.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本次与重庆创绿环境保护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为向其提供技术支持

服务。 交易价格以公司对外提供相应服务的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由

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计划的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采购和销售产品、接受和提供劳务等日常业务往

来，相关交易价格公允，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资产状况及损益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

响。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1827� � � �证券简称：三峰环境 公告编号：2020-021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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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0年10月28日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大道3号公司101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16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雷钦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三峰环

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

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雷钦平先生、张子春先生、Stephen� Clark

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的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3）。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同意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的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1827� � � �证券简称：三峰环境 公告编号：2020-022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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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于2020年10月28日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大道3号公司101会议室以现场及

通讯结合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16日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重庆三峰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为日常经营相关业务发展所需，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

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和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同意调整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1）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2）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3）未发现参与公司定期报告编制、审议、信

息披露的公司有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违反信息保密规定的行为；（4）公司编制的2020年

三季度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基于以上情况，同意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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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苏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根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冯冰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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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2,231,308.57 1,571,154,765.64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78,076,221.21 1,522,552,177.42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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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681,339.69 78,160,629.61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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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465,328.37 230,984,518.38 -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5,524,043.79 105,137,501.18 -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2,543,183.67 95,872,344.47 -2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35% 15.35% 减少9.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9 1.63 -26.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9 1.63 -26.9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15.71% 9.79% 增加5.9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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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1.83 -2,693,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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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721.57 4,259,6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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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7,106.82 24,695,0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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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00 -40,339.8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20,218.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6,922.82

所得税影响额 -1,658,258.19 -3,936,753.30

合计 9,396,796.37 22,980,860.1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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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

通借出股

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胡云连 14,555,802 18.19 14,555,802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广州力加电子有限公

司

14,086,260 17.61 14,086,26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易红琼 7,492,672 9.37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广州美智电子有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200,000 9 7,200,000 0 无 0 其他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

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3,999,945 5 0 0 无 0 其他

李冬梅 2,347,710 2.93 2,347,71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叶勇 2,124,018 2.66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

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湖北小米长江产

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00,000 2.5 2,000,000 0 无 0 其他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广州

黄埔斐君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200,000 1.5 1,200,000 0 无 0 其他

夏登峰 1,196,778 1.43 0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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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红琼 7,492,672 人民币普通股 7,492,672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99,945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45

叶勇 2,124,018 人民币普通股 2,124,018

夏登峰 1,196,778 人民币普通股 1,196,77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内需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姜仕鹏 410,051 人民币普通股 410,05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成长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3,142 人民币普通股 343,142

上海集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集元烨熠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3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1,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环保优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18,026 人民币普通股 318,026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306,768 人民币普通股 306,7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胡云连、广州力加电子有限公司、广州美智电子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李冬梅

是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47.73%股份；苏陟、胡云连、李冬梅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其中苏陟与李冬梅为配偶关系，共同控制广州力加电子有限公司、广州美智电

子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夏登峰是公司监事会主席，股东易红琼与董事刘西

山为配偶关系，股东叶勇与监事赵亚萍为配偶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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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156,568,274.35 225,643,158.81 -30.61% 主要系付设备款和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3,248,273.84 13,981,979.45 66.27%

主要系未到期的信用级别较高的银行

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957,326.32 713,509.91 314.48% 主要系预付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683,465.01 2,291,790.89 104.36% 主要系待抵扣的进项税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99,452,141.20 1,258,161.68 15752.66%

主要系超薄铜箔项目和募投项目建设

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086,438.86 37,779,108.37 -73.30%

主要系预付的设备款转入在建工程所

致

短期借款 45,000,000.00 473,672.50 9400.23% 主要系公司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008,248.40 5,819,736.09 -48.31%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奖金在本期发放

所致

应交税费 3,032,773.79 4,513,757.21 -32.81% 主要系应交所得税减少所致

利润表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比例 说明

研发费用 33,692,082.59 22,608,367.54 49.02% 主要系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2,150,424.31 -4,739,395.97 不适用 主要系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其中：利息费用 454,087.23 157,981.86 187.43% 主要系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317,952.68 3,666,757.17 -64.06%

主要系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政府补助

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24,338,780.51 2,933,210.02 729.77% 主要系银行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号填列）

683,413.25 7,730,495.63 -91.16% 主要系应收账款计提减值所致

营业外收入 3,096,660.16 6,775.89 45601.16%

主要系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793,909.09 207,549.89 1246.14%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比例 说明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568,000,000.00 808,000,000.00 217.82% 主要系赎回到期的理财产品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4,695,081.03 2,933,210.02 741.91% 主要系银行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43,185.84 6,775.89 537.35%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现金增加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92,208,264.38 16,660,395.88 1053.68% 主要系购买设备和支付工程款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555,000,000.00 1,708,000,000.00 49.59% 主要系增加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979,039,622.63 -100.00% 主要系上年发行新股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5,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44,914,750.00 4,657,981.86 864.25% 主要系本期上市公司分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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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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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陟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20� � � �证券简称：方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7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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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10月26日（星期一）以

电子邮件送达给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夏登峰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3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相关规定，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过程中，

未发现公司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

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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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1827� � � �公司简称：三峰环境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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