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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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邵建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敏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陆林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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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11,016,062,236.26

4,065,883,070.16

3,713,932,45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735,801,893.26

-2.54%
9.48%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505,936,917.53

-15.40%

1,223,801,852.24

-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3,595,258.66

7.13%

141,483,273.23

1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0,465,545.72

25.99%

85,540,319.62

-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97,517,597.72

49.84%

740,476,295.12

2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3

18.56%

0.0696

29.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4

22.41%

0.0633

34.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0.01%

3.77%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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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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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36,7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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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93,6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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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12,249.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704,965.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无

-88,521.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0,320.80

合计

55,942,953.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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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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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海印实 业集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团有限公司
邵建明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数量

股份状态

41.74%

970,533,089

82,238,725

质押

775,064,325

质押

24,800,000

4.27%

99,217,500

74,413,125

茂名环星新 材 料
境内非国有法人
股份有限公司

2.55%

59,347,399

0

JPMORGAN
CHASE BANK,
境外法人
NATIONAL
ASSOCIATION

0.56%

13,033,168

0

广东海印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回 购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专用证券账户

0.51%

11,751,067

0

朱建平

境内自然人

0.47%

10,883,900

0

朱蔓林

境内自然人

0.43%

10,043,400

0

邵建聪

境内自然人

0.43%

9,900,000

0

金海熊

境内自然人

0.36%

8,374,320

0

欧瑞源

境内自然人

0.34%

7,893,792

0

质押

3,0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茂名环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邵建明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888,294,364 人民币普通股

888,294,364

59,347,399 人民币普通股

59,347,399

24,804,375 人民币普通股

24,804,375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13,033,168 人民币普通股

13,033,168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
用证券账户

11,751,067 人民币普通股

11,751,067

朱建平

10,883,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83,900

朱蔓林

10,04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43,400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海印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茂名环星和邵建聪先生的出具《关
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上述股东通过大宗交
易 、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的 方 式 累 计 减 持 公 司 股 份 2,
326.86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39%。

2020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
天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参与投标的议案》、《关于
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20-83号

2020年08月29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
告编号：2020-69号
公告
名称：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

2020年09月1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
告编号：2020-71号
公告
名称：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
告
编
号
：2020-72
号
公告名称：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天新商业管理有
限 公 司 拟 参 与 投 标 的 公 告
公告编号：2020-73号
公
告名称：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司于2020年9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海印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茂名环星、邵建明、邵建聪出具的《广东
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海
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茂名环星、邵建明、邵建聪于
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因主动减持及被动
稀释导致股份累计变动比例达 5%。

2020年09月22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
告编号：2020-74号 公告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票于2020 年9月28日和2020年9月29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

2020年09月30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告编号：2020-76号
名称：关于股票交易异动的公告

公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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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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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16】502 号《关于核准广东海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文的核准，海印股份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11,1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
计 1,111 万张，募集资金合计 1,111,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20,
111,1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90,888,900.00 元。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全额投入“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原康桥镇）25街坊60/1
丘项目” 。
截至2020年9月30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61,100.77万元，其中本报告期项目投
入金额为2,039.76万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52,876.50万元（含利息收入），
其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6,084.53万元，存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6,7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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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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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2020年07月1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2020年07月1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海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07月2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拟转让控股子公司广州东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情况

2020年07月2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申请免税品经营资质具体情况

2020年08月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与广东天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海印网红品购节〉项
目合作协议》的情况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公司2020上半年总体经营情况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邵建聪

9,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00

2020年08月17日

金海熊

8,374,320 人民币普通股

8,374,320

2020年09月1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欧瑞源

7,893,792 人民币普通股

7,893,792

咨询子公司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
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

2020年09月2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咨询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天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投标的情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邵建明、邵建佳、邵建聪，与其控股
明
子公司茂名环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邵建聪、邵建明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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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合同资产

变动金额
-205,378,269.91

应收账款

变动比例

原因

-82.54% 主要是本期公司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重分类影响所致。

80,372,751.70

- 主要是本期公司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重分类影响所致。

预收款项

-31,439,754.85

-83.39% 主要是本期公司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重分类影响所致。

合同负债

68,700,944.90

- 主要是本期公司执行新收入会计准则重分类影响所致。

应交税费

-38,735,799.8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17,597,620.60
-892,010,562.26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25,466.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资本公积
库存股

本期减少主要是公司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00.00% 本期减少主要是长期应付款已支付完毕所致。
-41.41%

本期减少主要是公司一季度减持其他权益工具， 相应结转其他
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导致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234,374,449.92

153.38%

本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形成的股本溢价
所致。

-26,273,180.14

营业成本

36.02% 本期增加主要是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较年初增加所致。
-31.04%

-8,827,288.30

14,995,073.86

其他综合收益

-31.01% 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税费所致。

-303,624,044.09

107.04% 本期增加主要是公司本期回购股票所致。
-42.97%

本期减少主要是公司一季度减持其他权益工具， 相应结转其他
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30.16% 本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相应营业成本减少所致。
本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收入下降及疫情期间税收优惠，相
应税费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16,409,103.41

-41.31%

财务费用

-79,255,487.95

-41.02% 本期减少主要是利息费用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9,059,144.26

305.48% 本期增加主要是公司投资项目分红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 号
填列）

17,088,496.05

137.22%

营业外支出

3,218,204.0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40,365,178.43
-98,939,535.83

本期损失减少主要是收回应收账款及贷款本金， 冲回计提的减
值准备所致。

57.42% 本期增加主要是捐赠支出较去年增加所致。
-45.36% 本期减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相应支付成本减少所致。
-49.36%

本期减少原因是上期收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及收回ABS劣后级
债券本金，本期没有所致。

37,821,074.71

585.24% 本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收到投资项目分红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97,262.12

5,880.42% 本期增加主要是公司本期处置资产较去年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4,127,073.44

78.40%

本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较上期增加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85,400,000.00

-35.26% 本期减少原因为借款金额较上期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81,393,311.31

-31.23% 本期减少的原因是归还贷款金额较上期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244,764,765.98

-93.55% 本期减少原因是上期归还资产证券化项目本金，本期没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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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设立了广州海印天新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上事项在公司总裁权限范围内。
重要事项概述
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2,232,167,913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099658元人民币现金。除权除息日
为2020年7月17日。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年07月11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告编号：2020-47 号
名称：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
公告

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海印转债” 的转
股价由原来的3.01元/股调整为3.00元/股。 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 2020年7月17日起生效。

2020年07月11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告编号：2020-49 号
名称：关于“海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
公告

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收到控股股东海印集团的通
知，获悉海印集团设立的"海印集团-资产管理计划"
于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期间减持完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2020年07月16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
告编号：2020-50 号
公告
名称：关于“海印集团一资产管理计划” 减持股份实
施 完毕的公告

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收到邵建聪先生《关于股份减
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截至2020年7月15日，邵建聪
先生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0年07月16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告编号：2020-51 号
名称：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完成的公告

2020年07月21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
公告
告编号：2020-52 号
名称：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
告
编
号
：2020-53
号
公告名称：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珠海市澳杰置业有限公
司
提
供
担
保
的
公
告
公告编号：2020-60 号
公
告名称：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广州
东缙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
拟转让持有的东缙置业80%股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07月2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
告编号：2020-55号
公告
名称：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
告
编
号
：2020-56
号
公告名称： 关于拟转让控股子公司广州东缙置业有限
公 司 股 权 暨 关 联 交 易 的 公 告
公告编号：2020-63号
公
告名称：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畴，构建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
于2020年7月22日向政府相关部门递交了关于免税
品经营资质的申请，并已经相关部门回函确认收悉。

2020年07月2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告编号：2020-58号
名称：关于日常经营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8月5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江西银行申请授信
的议案》、《关于向民生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为
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需要， 积极拓宽
资金渠 道、优化财务结构，公司向江西银行、民生银
行分别申请不超过4亿元的授信贷款额度。

2020年08月06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59号
公
告名称：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2020年8月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海印集团的
通知， 获悉海印集团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股份进行了质押。

2020年08月0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告编号：2020-62号
名称：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2020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珠海澳
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珠海澳
杰向银行申请贷款期限重组事项提供担保。 该议案
已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
公告

公
公告

公
公告

2020年8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 报告》。

2020年08月17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告编号：2020-64号
名称：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
公告

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收到茂名环星和邵建聪先生
出具的 《关于集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
函》，茂名环星和邵建聪先生计划在2020年9月7日至
2020年3月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

2020年08月17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告编号：2020-67号
名称：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
公告

公司于2020年8月17日收到公司股东茂名环星的通
知， 获悉茂名环星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股份解除了质押。

2020年08月18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告编号：2020-68号
名称：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
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建明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61
债券代码：127003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债券简称：海印转债

公告编号：2020-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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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6日以
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二）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10月29日以通讯的方
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际出席七名，分别为邵建明、邵建佳、陈文胜、
潘尉、李峻峰、朱为绎、慕丽娜。
（四）会议由董事长邵建明先生主持。
（五）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全体董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61
债券代码：127003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债券简称：海印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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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在任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佟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戚昕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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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上年度末

29,814,197,11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281,447,440.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00,256,878.46

公告编号：2020-82号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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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6日以
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
（二）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2020年10月29日以通讯的方式
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分别为李少菊、宋葆琛、李胜敏。
（四）会议由监事长李少菊主持。
（五）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全体监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21.17

9,925,466,587.94

3.59

1,159,947,907.72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2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86,326,005.90

592,626,947.14

1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5,866,876.19

581,902,505.84

14.43

6.72

6.46

增加0.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15

0.5280

1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金额
（7-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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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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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884,820,330.76

451,850,471.62

2,432,969,859.14

538.45

主要因为购买
理财产品增加

2,445,000,000.00

1,020,000,000.00

1,425,000,000.00

139.71

因为银行借款
增加

应付账款

263,818,600.16

357,420,338.48

-93,601,738.32

主要因为支付
-26.19 工 程 进 度 款 减
少

预收账款

261,752,159.22

1,742,246,751.49

-1,480,494,592.27

主要因为执行
新准则将预收
-84.98 房 款 重 分 类 至
“合同 负债” 科
目核算

合同负债

5,468,168,484.10

0

5,468,168,484.10

主要因为本期
收到的碧云尊
不适用 邸、碧云壹零项
目房屋预售款
增加

应交税费

1,018,522,034.71

2,450,652,122.48

-1,432,130,087.77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689,000,000.00

138,900,000.00

550,100,000.00

因为一年内到
396.04 期 的 长 期 借 款
重分类

长期应付款

479,106,911.84

189,626,711.84

289,480,200.00

主要因为计提
152.66 成 片 开 发 土 地
配套支出增加

2,589,299,000.00

1,689,299,000.00

900,000,000.00

主要因为发行
53.28 的 中 期 票 据 增
加

600.00

11,800.00

1,476,680.26

9,949,863.77

11,269,481.13

14,464,404.94

3,691,348.80

3,582,106.55

171,381.94

-156,103.63

-146,792.66

-342,423.99

-4,152,373.04

-7,050,517.93

12,310,326.43

20,459,129.71

68,06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情况说明

203,058,328.52

94,634,058.46

108,424,270.06

主要因为本期计
114.57 提 的 销 售 项 目 土
地增值税增加

财务费用

107,069,082.35

74,400,437.31

32,668,645.04

主要因为有息负
43.91 债 增 加 相 应 增 加
的利息支出增加

其他收益

9,949,863.77

3,502,202.10

6,447,661.67

主要因为结转的
184.10 政 府 补 助 及 加 计
扣除进项税增加

-28,201,365.54

-49,288.59

-28,152,076.95

主要因为依据账
57,116.82 龄 调 整 的 应 收 款
项坏账准备增加

-1,097,605.68

138,272.16

-1,235,877.84

主要因为持有的
-893.80 股 票 公 允 价 值 下
跌

信用减值损失

现金流量表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额

情况
说明

增减比例%

主要因为本期
收到的房屋预
售款增加使经
不适用
营性现金流较
上年同期大幅
增长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00,256,878.46

-2,280,603,482.22

5,180,860,360.68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23,493,234.77

518,380,309.06

-2,741,873,543.83

-528.93

主要因为本期
赎回的到期理
财产品较上年
同期有所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444,435,815.14

2,297,601,928.75

-853,166,113.61

-37.13

主要因为本期
净借入的银行
借款较上年同
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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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数量

主要因为缴纳
土地增值税及
企业所得税减
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说明

股东总数（户）

比例(%)

-58.44

利润表变动分析：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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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持股数量

情况说明

主要因为收到
182.87 的 房 屋 预 售 款
现金流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
产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项目

增减比例%

2,121,199,458.83

短期借款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985,121,818.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增减额

不适用

2,407,366,313.91

公司名称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颖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
司

554,081,457

49.37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
公司

54,994,568

4.8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国际集团资 产管理
有限公司

28,598,311

2.55

0

未知

国有法人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
责任公司

8,070,900

0.72

0

未知

国有法人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7,238,924

0.64

0

未知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628,859

0.59

0

未知

境外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6,327,599

0.56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
基金

5,397,152

0.48

0

未知

其他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4,999,931

0.45

0

未知

境外法人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4,882,981

0.44

0

未知

境外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

554,081,457

人民币普通股

554,081,45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4,994,568

人民币普通股

54,994,568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8,598,311

人民币普通股

28,598,31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70,900

人民币普通股

8,070,900

7,238,924

境内上市外资股

7,238,924

GUOTAI
JUNAN
(HONGKONG) LIMITED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6,628,859

人民币普通股

6,628,859

6,327,599

境内上市外资股

6,327,599

5,397,152

人民币普通股

5,397,152

GREENWOODS CHINA ALPHA MASTER
FUND

4,999,931

境内上市外资股

4,999,931

4,882,981

境内上市外资股

4,882,981

VANGUARD
EMERGING
STOCK INDEX FUND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39、90091
公告编号：临2020-024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B股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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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房地产》要
求，特此公告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2020年7-9月，公司房地产开发无新增土地储备，同比无变化。
2、2020年7-9月， 公司无房地产项目开工 （上年同期房地产项目开工为
199063.06 ㎡）；公司房地产项目竣工面积合计205408.90㎡（上年同期无房地产
项目竣工）。
另外，公司17B-06地块商办项目的桩基部分于9月取得《施工许可证》。
3、2020年7-9月， 公司 主 营 业 务收 入 合 计 398,912,723.92元 （同 比减 少
28.20%），其中租赁收入373,341,394.49元（同比增加5.04%），酒店公寓收入25,
571,329.43元（同比减少36.07%）。 本季度无销售收入（上年同期销售收入160,
163,541.84 元）。
4、2020年第三季度末，公司主要租赁物业的可出租面积/套数如下：
分类

可出租面积/套数

住宅

273387.45㎡

厂房、仓库

697616.17㎡

研发楼

380089.87㎡

办公楼

53995.94㎡

商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MARKETS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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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变动分析：

证券代码：002654

期初数

3,281,147,366.55

应付债券

营业收入

VANGUARD TOTAL
STOCK INDEX FUND

期末数

货币资金

比上年同期增减(%)

-2,280,603,482.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股东名称
（全称）

项目

公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B股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24,604,970,339.26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代码：600639、900911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105921.13㎡
1056套

酒店公寓

5、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实质控股100%的子公
司）开发的临港碧云壹零项目（备案名：碧云艺林秋涟苑）第四批现房房源51套
（建筑面积合计约16624.50㎡）于2020年4月开盘出售。 截至2020年9月30日，已
开盘房源的去化率100%。
6、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实质控股100%的子公
司）开发的“碧云尊邸” 住宅项目（备案名：碧云翠林苑）第一批预售房源160套
（暂测建筑面积合计约58052.14㎡，含地下部位）于2020年4月开盘预售。 截至
2020年9月30日，已开盘房源的去化率100%。
上述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公告编号：2020-089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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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0年10月30日披露
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将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接待时间
2020年11月10日16：00-17：00
二、接待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T2大楼50层会议室
三、接待方式
现场接待
四、预约方式
请有意向参与此次活动的投资者于2020年11月9日前（9：00-12：00、14：
00-17：00）与公司证券事务部联系，以便接待登记和安排。
联系人：朱锦宇、饶依琳
电话：0755-33378926
传真：0755-33378925

邮箱：wanrun@mason-led.com
五、公司参与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年生先生、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邵立伟先生、财务总监
向光明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六、注意事项
（1）请来访个人投资者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
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公司将对来访投
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2）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要求投资者签署 《承诺
书》。
（3）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证
券事务部提出所关心的问题，以方便公司针对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统一答复。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603899

股票代码：002345

证券简称：晨光文具

公告编号：2020-040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30日
公告编号：2020-060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9月份新增直营门店情况
简报的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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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0月
30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张青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青先生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的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张
青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张青先生将不在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张青先生确认其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与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意见分歧。
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正常开展，张青先生辞职后，公司董事会秘书全强
先生代行财务总监职责直至公司聘任新的财务总监。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完成新的财务总监的聘任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张青先生担任财务总监期间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股票简称：潮宏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
关业务》的要求，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0年
9月份公司旗下珠宝品牌新增直营门店概况公告如下：
面积
（㎡）

投资金额
（万元）

序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区

开业时间

经营形式

1

CHJ厦门万象城A馆

华东

2020-09-19

直营

105

347.13

时尚珠宝首饰、黄金
饰品

主要商品类别

2

CHJ汕头东厦100购物广
场

华南

2020-09-19

直营

93

244.51

时尚珠宝首饰、黄金
饰品

3

CHJ成都龙湖上城天街

西南

2020-09-25

直营

80

321.12

时尚珠宝首饰、黄金
饰品

4

CHJ广州西湾悦汇城

华南

2020-09-26

直营

71

203.95

时尚珠宝首饰、黄金
饰品

注：上述投资金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和装修。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此提醒投资者
注意。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