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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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威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斌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庆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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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9,403,870.65 22,249,133,998.09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07,288,384.40 9,642,177,376.80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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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813,404.72 700,996,100.72 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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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522,551.85 6,079,805,512.41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393,572.35 146,872,214.86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7,095,480.50 173,072,083.35 -43.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1.51 减少 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3 0.068 -7.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3 0.068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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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9.73 -5,532,741.51 主要是老旧船舶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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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8,770.75 4,042,012.68 主要是收到的企业稳岗补贴款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13,377,779.78 42,819,845.05 主要是客户合同违约金收入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17,899.83 373,005.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89.46 -4,552.11

所得税影响额 -318,515.62 -3,399,477.93

合计 14,215,565.55 38,298,0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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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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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1,083,147,344 50.46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海开源基金－包商银行－前海开源

定增 11号资产管理计划

228,102,189 10.6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8,347,200 2.25 0 未知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1,510,100 0.54 0 未知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220,948 0.52 0 未知 其他

中国广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0,256,301 0.48 0 无 0 国有法人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195,732 0.38 0 未知 其他

UBS���AG 6,940,865 0.32 0 未知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6,263,470 0.29 0 未知 其他

赵睿 5,987,100 0.2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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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1,083,147,344 人民币普通股 1,083,147,344

前海开源基金－包商银行－前海开源

定增 11号资产管理计划

228,102,189 人民币普通股 228,102,18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8,347,200 人民币普通股 48,347,2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1,51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10,1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1,220,948 人民币普通股 11,220,948

中国广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0,256,301 人民币普通股 10,256,301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8,195,732 人民币普通股 8,195,732

UBS���AG 6,940,865 人民币普通股 6,940,865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6,263,470 人民币普通股 6,263,470

赵睿 5,987,100 人民币普通股 5,98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报告期，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为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

输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未发生质押、冻结情形。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

所持有股份有无发生质押、冻结情形。

2、 中国广州外轮代理公司与本公司属同一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

司，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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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17,605,099.44 44,042,915.45 -60.03 报告期汇票到期收回款项

应收账款 545,275,680.80 967,691,260.34 -43.65

报告期公司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与未

完航次相关的应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资产

列示

其他应收款 313,792,812.68 161,826,802.54 93.91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船厂船台合同退款增

加所致

合同资产 308,786,468.74 0.00 100.00

报告期公司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与未

完航次相关的应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资产

列示

其他流动资产 51,155,361.09 86,204,911.73 -40.66 报告期末待退增值税额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557,301,051.42 342,177,851.42 62.87

报告期公司及广远公司对中远海运财务

公司增资 2.15亿元

在建工程 587,764,071.77 428,140,598.50 37.28 报告期末在建船舶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1,637,932.44 19,609,813.45 -40.65 报告期费用摊销导致净额减少

预收款项 232,091.10 187,310,732.37 -99.88

报告期公司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与合

同相关的预收款调整至合同负债列示

合同负债 150,820,874.76 0.00 100.00

报告期公司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 与合

同相关的预收款调整至合同负债列示

应交税费 23,770,318.05 52,282,781.32 -54.54 报告期末应交增值税减少

其他应付款 237,585,683.09 464,922,982.06 -48.90 报告期归还了公司间借入资金

长期应付款 585,680,573.46 165,169,963.41 254.59 报告期新增 3艘船舶融资租赁款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11,132,086.40 19,828,119.71 -43.86

报告期因受疫情影响， 根据税局政策申

请减免了房产税

研发费用 9,573,993.58 2,323,779.66 312.00 主要是报告期研发项目投入支出增加

投资收益 10,711,451.45 44,486,605.89 -75.92 报告期参股公司效益下降

信用减值损失 11,970,868.33 -34,908,699.28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收回长账龄应收款项增加导

致计提的预期信用损失相应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4,732.90 11,158,576.22 -99.96

上年同期有房产处置收益,本报告期无此

项收益

营业外收入 55,558,153.87 6,582,474.94 744.03

报告期由于客户合同违约， 收到违约金

收入

营业外支出 14,311,042.84 53,056,713.15 -73.03

报告期公司处置报废老旧船舶产生的损

失同比减少

所得税费用 22,274,205.48 42,475,021.64 -47.56

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减少相应计提的所

得税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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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成立中远海运特种运输（东南亚）有限公司

为推进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统筹协调东南亚区域营销网点，整合区域营销资源公司，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下属中远航运（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投资成立子公司中远海运特种运输（东南亚）有限公司，初始投资金额为 70 万美

元。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完成该子公司注册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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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以来，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和新冠疫情给航运市场带来的双重压力，公司周密部署，

发挥品牌优势，抓好各细分市场经营，最大限度降低市场不利影响；同时抓严抓实精益管理，

严控各项成本支出，船队全年营业利润预计实现同比上升。 加之来自客户支付合同违约金等

其他收益的综合影响，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上升 50%以上。

公司名称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威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特 股票代码：600428� � � �编 号：2020-044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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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二

○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以书面议案通讯表决形式进行，会议就以下议案

征询各位董事意见，议题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每位董事，全体董事已经于二○二○年十月

三十日前以书面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全体董事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证券时报》公告。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全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全票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证券时报》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特 股票代码：600428� � � � �编 号：2020-045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

《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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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具

体如下：

一、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情况

公司原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保税区东江大道 282号康胜大厦

变更后的公司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20 号广州远洋大厦（最终信息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除注册地址变更外，公司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未发生变化。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因公司拟变更注册地址，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中注册地址相应条款进行修订（最终

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原文： 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保税区东江大道 282号康胜大厦。

邮政编码：510730

修订后：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20 号广州远洋大厦。

邮政编码：510623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28� � � �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公告编号：2020-046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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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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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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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20 号广州远洋大厦 20 楼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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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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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 10艘新造多用途纸浆船进行经营性租赁的关联交易议案 √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一）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另行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文件，有关本

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将不迟于 2020 年 11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

（二） 特别决议议案：2

（三）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四）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中国广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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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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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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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28 中远海特 20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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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应出示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委托

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有效持股凭证及授权

委托书（详见附件 1）。

（二）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人股东有效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

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有

效持股凭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1）。

（三） 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20 号广州远洋大厦 23 楼投资

者关系部。

（四） 登记时间：2020 年 11月 15 日上午 9:00 至 12:00，下午 13:30 至 17:00。 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 30 分钟内达到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

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电话：（020）38161888

(二)传 真：（020）38162888

(三)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20 号广州远洋大厦 23 楼投资者

关系部

(四)邮政编码：510623

(五)联 系 人：王健

(六)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1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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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关于公司 10 艘新造多用途纸浆船进行经营性租赁的

关联交易议案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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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 或“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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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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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公司负责人张学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学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王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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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011,839.73 482,541,554.10 -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8,260,509.71 295,049,910.34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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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88,472.07 -2,629,4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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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58,216.31 229,821,240.55 -4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89,400.63 -20,279,1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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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9,497.12 -21,693,451.6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5 -5.79 减少 3.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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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9.02 -35,0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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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965.31 2,481,0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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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25,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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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605,726.29 2,420,0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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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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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阳 60,000,000 12.19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1,101,267 4.29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罗剑峰 18,900,000 3.84 无 境内自然人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6,300,000 1.28 无 其他

蔡远宏 6,003,874 1.22 无 境内自然人

夏重阳 5,030,000 1.02 未知 未知

项英良 2,919,200 0.59 未知 未知

柳贵平 2,822,083 0.57 未知 未知

孙斌 2,640,300 0.54 未知 未知

林静娟 2,388,300 0.49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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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阳 6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北京中健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101,267 人民币普通股 21,101,267

罗剑峰 18,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00,000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蔡远宏 6,003,874 人民币普通股 6,003,874

夏重阳 5,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0,000

项英良 2,91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9,200

柳贵平 2,822,083 人民币普通股 2,822,083

孙斌 2,64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0,300

林静娟 2,3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除股东张学阳与罗剑峰属姻亲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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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

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

说明

应收票据 17,411,952.73 41,421,387.89 -57.96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下降导致所收客户

票据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51,000,000.00 2,000,000.00 2450.00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43,674,419.43 68,399,732.67 -36.15

主要系本期向供应商采购物料减少所

致。

预收款项 7,041,738.98 10,438,988.76 -32.54

主要系本期客户采用预付货款结算方式

较上期减少以及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应付职工

薪酬

12,059,154.60 18,583,600.79 -35.11

主要系上期期末奖金在本期实际发放所

致。

长期应付款 3,370,000.00 5,487,311.78 -38.59 主要系本期支付部分款项所致。

递延收益 280,550.19 632,717.91 -55.66

主要系本期期末售后回租业务产生递延

收益减少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单

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幅度

（%）

说明

营业收入 127,758,216.31 229,821,240.55 -44.41

主要系本期受客观环境影响导致收入下

降所致。

营业成本 100,759,597.52 168,545,735.75 -40.22 主要系收入下降影响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

加

1,228,752.22 2,614,877.24 -53.01 主要系本期收入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9,935,394.39 14,403,757.61 -31.02

主要系本期疫情影响导致售后维护费、

差旅费、招待费等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82,001.89 -5,652,819.49 101.45 主要系联营企业本报告期盈利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0,461.22 -410,485.80 73.09 主要系本期资产减值计提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447,413.21 65,681.54 -2303.68

主要系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收入 33,701.76 6,983.75 382.57

主要是本期对供应商质量罚款增加所

致。

营业外支出 35,300.00 10,640.45 231.75 主要是本期发生捐赠支出所致。

所得税费用 575,190.21 3,740,729.27 -84.62 主要系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

位：元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幅度

（%）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388,472.07 -2,629,497.61 -1245.83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下降导致客户回款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1,302.56 -11,272,236.59 97.33

主要系上期发生研发费用资本化完成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7,933,188.74 -24,356,740.81 255.74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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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2 月 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解散上海精伦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2011年 6 月 24日，法院接收破产资料，排队等待法院裁定。 2016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调整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类型划分的通知》，2016 年年底上

海法院召开破产审判工作会议， 公布上海法院已在有序推进破产案件审理方式改革试点工

作的基础上，健全重整企业识别机制，构建推进府院企业破产工作统一协调机制，落实破产

案件繁简分流、加快简单案件审理程序。 2017 年 2 月 20 日，法院要求公司进一步补充材料，

等候法院最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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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学阳

日期 2020年 10月 31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以下存在异议声明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的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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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黄绍强 董事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面临

众多诉讼及担保事项， 结合 2019 年年报审计

机构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结果，无法保

证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迟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迟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迟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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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6,412,257.37 3,220,386,353.96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50,496,260.38 671,401,185.30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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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1,824.13 -82.25% 8,831,485.75 -9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974,420.44 -197.75% -20,893,803.94 -12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74,420.44 -199.77% -20,893,803.94 -12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37,707.25 99.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45 -195.74% -0.0191 -129.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45 -195.74% -0.0191 -129.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84% -3.16% -4.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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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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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恒越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1% 179,339,000 冻结 179,339,000

西藏朝阳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0% 172,751,760 质押 172,751,760

安徽京马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50% 81,940,556 质押 81,940,556

张宇 境内自然人 4.71% 51,485,493 质押 51,485,493

江阴浩然明达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1% 41,601,869 质押 41,601,869

北京浩泽嘉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4% 36,560,394 冻结 36,560,394

广西索芙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8% 35,825,782 质押 35,825,782

上海谷欣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6% 30,142,425 质押 30,142,425

周朝阳 境内自然人 0.52% 5,639,500 质押 5,639,500

聂宗道 境内自然人 0.51% 5,621,000 质押 5,6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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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 179,33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339,000

西藏朝阳投资有限公司 172,751,760 人民币普通股 172,751,760

安徽京马投资有限公司 81,940,556 人民币普通股 81,940,556

张宇 51,485,493 人民币普通股 51,485,493

江阴浩然明达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41,601,869 人民币普通股 41,601,869

北京浩泽嘉业投资有限公司 36,560,394 人民币普通股 36,560,394

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825,782 人民币普通股 35,825,782

上海谷欣投资有限公司 30,142,425 人民币普通股 30,142,425

周朝阳 5,639,500 人民币普通股 5,639,500

聂宗道 5,621,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2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广州中健化妆品销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梁雨豪为持股 85%大股

东） 与张桂珍合计持有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3%股份 （其中广州中健持股

49%、张桂珍持股 4%），梁国坚持有锦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 51%的股份，梁国坚与张桂

珍为夫妻关系，梁国坚与梁雨豪为父子关系。因此，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锦

州恒越投资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流通

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排名第十的股东聂宗道， 共持有 5,621,000�股， 其中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3,621,000

股,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数量 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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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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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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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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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

名称

与上市公

司的关系

违规担保

金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截至报告

期末违规

担保余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预计解除

方式

预计解除

金额

预计解除

时间（月

份）

秦商体育

文化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

原法人夏

建统为担

保对象原

法人

3,321.13 5.11% 信用担保 已到期 3,321.13 5.11%

实际借款

人还款

3,321.13 12月

浙江睿康

投资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

原法人夏

建统为担

保对象原

法人

9,839.8 15.13% 信用担保 已到期 9,839.8 15.13%

实际借款

人还款

9,839.8 12月

秦商体育

文化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

原法人夏

建统为担

保对象原

法人

1,020 1.57% 信用担保 已到期 1,020 1.57%

实际借款

人还款

1,020 12月

锦州恒越

投资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

原法人夏

建统为担

保对象原

法人

1,788 2.75% 信用担保 已到期 1,788 2.75%

实际借款

人还款

1,788 12月

合计 15,968.93 24.56% -- -- 15,968.93 24.5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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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662� � � �证券简称：*ST天夏 公告编码：2020-055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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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夏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 10�月 23�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年 10�月 28�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 实际出席董事 7�名，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迟晨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

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天夏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1�票，回避 0�票。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披露的

《天夏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

其中弃权票为公司独立董事黄绍强先生， 弃权原因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面临众多诉讼及担保事项，结合 2019 年年报审计机构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结

果，无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三、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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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夏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31�日

证券代码：000662� � � �证券简称：*ST天夏 公告编码：2020-056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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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夏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 10�月 23�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年 10�月 28�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 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伟东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

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天夏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 ；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0�票。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披露的

《天夏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三季度报告》全文。

三、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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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夏智慧城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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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55� � � �公司简称：精伦电子

第三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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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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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428� � � �公司简称：中远海特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