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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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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寿

仙谷” ）控股股东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仙谷投资” ）持有公

司股份43,624,0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40%。 寿仙谷投资与其一致行动人李振皓、

李振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128,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20%，寿仙谷投资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完毕， 详见2020年10月29日披露的 《寿仙谷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9）

2020年10月28日，公司收到寿仙谷投资的通知，寿仙谷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8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企业名称 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明焱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注册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友谊小区10幢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230528074471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咨询）；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范围内的项

目投资。

成立日期 2012年8月16日

（二）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元/股）

寿仙谷投资 2,870,000 2.00% 2020年10月28日 大宗交易 35.84

本次大宗交易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

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寿仙谷投资 无限售流通股 46,494,030 32.39 43,624,030 30.40

李振皓 无限售流通股 11,570,500 8.06 11,570,500 8.06

李振宇 无限售流通股 3,933,970 2.74 3,933,970 2.74

合计 无限售流通股 61,998,500 43.20 59,128,500 41.2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本次减持计划：2020年7月16日，公司披露了《寿仙谷控

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寿仙谷投资拟自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所持的

公司股份不超过14,352,33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 其中以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不超过5,740,93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不超过8,611,40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6%。 寿仙谷投资于2020年7月24日至2020年10月28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4,

34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9.99%。 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7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6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99%。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涉及要约收

购。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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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陆暾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素珍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杜素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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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554,011.18 650,671,945.48 2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3,507,206.13 443,982,783.73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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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11,709.33 80,506,652.25 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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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97,379.32 442,745,038.27 1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41,922.40 42,465,937.83 1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414,729.05 38,602,761.96 9.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0 9.39 增加1.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64 15.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64 1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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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2.32 -11,864.08 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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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650.76 4,063,411.05 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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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77.14 3,613,309.75 理财产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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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808.52 1,769,859.35 远期合约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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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270.97 -590,5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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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534.88 -1,717,011.21

合计 3,468,468.25 7,127,1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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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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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

司

35,440,853 53.1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江嘉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8,027,742 12.0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601,550 0.9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仟崇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 0.6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395,250 0.5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余笃定 357,600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红梅 329,1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杭州红土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273,658 0.4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葛炳校 254,900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石定钢 247,100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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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 35,440,853 人民币普通股 35,440,853

浙江嘉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27,742 人民币普通股 8,027,742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1,550 人民币普通股 601,550

上海仟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95,250 人民币普通股 395,250

余笃定 3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357,600

赵红梅 329,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100

杭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73,658 人民币普通股 273,658

葛炳校 25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900

石定钢 24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大牧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陆暾华与浙江嘉拓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陆暾峰为兄弟关系并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同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杭州红土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除此之外，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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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56,495,613.30 75,184,229.02 374.16%

主要是货款回收及结算方改变所

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1,104,604.92 180,000,000.00 -32.72%

主要是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流所

致

应收账款 57,470,349.93 37,043,189.59 55.14%

主要是疫情影响发货延迟致应收

款同步延期收回所致

预付款项 3,974,790.11 8,240,023.42 -51.76%

主要为自主品牌业务预付款在本

期交货而转销所致

其他应收款 5,750,044.49 4,227,699.41 36.01%

主要为本期新增海外制造基地房

租押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024,550.20 6,638,746.34 -54.44% 本期增值税待抵扣税额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42,000,000.00 不适用 本期增加短期借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412,334.78 -100.00%

为持有的远期合约受汇率影响所

致

应付票据 189,955,000.00 39,550,000.00 380.29% 本期应付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792,569.85 -100.00%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

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合同负债 6,963,033.33 不适用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

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应交税费 12,121,416.63 6,910,799.47 75.40% 主要是应缴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231,024.92 5,779,184.28 -61.40%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

租赁准则本期加盟商订金并入合

同负债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681,373.54 不适用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

租赁准则调整所致

预计负债 679,698.12 485,918.98 39.88%

为自主品牌业务预估退货计提增

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57,054.74 180,903.51 152.65%

主要已购买远期未交割受汇率变

动增加收益影响所致

利润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5,002,811.39 -7,394,419.94 167.66%

主要受本期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损

益所致

其他收益 3,058,117.30 6,868,166.37 -55.47%

主要为本期政府补贴减少影响所

致

投资收益 3,866,229.40 -2,312,726.43 267.17%

主要为本期持有的远期合约交割

收益高于上期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16,939.70 -727,551.25 308.50%

主要是已购买远期未交割受汇率

变动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781,792.62 466,989.47 67.41%

主要为自主品牌业务直营门店押

金时间增加同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069,990.76 4,765,113.71 -35.57%

主要为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低于上

年同期所致

营业外支出 722,575.20 60,330.78 1097.69%

主要为捐赠及客户赔偿款等影响

所致

现金流量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7,342,115.97 16,263,974.00 -54.86% 主要为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84,343,676.08 471,221,520.15 -39.66%

主要为本期投资减少而致收回投

资同步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440,460.42 1,227,318.44 98.84% 主要为本期生产设备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20,872,611.75 447,000,000.00 -50.59% 主要为本期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2,000,000.00 不适用 为本期短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02,000,000.00 175,000,000.00 -41.71%

主要为收到应付票据融资款减少

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50,000,000.00 不适用 为本期偿还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75,000,000.00 -100.00%

主要上期归还应付票据融资款所

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1,432,916.20 631,287.25 -326.98%

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本期受汇率

变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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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暾华

日期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3908� � � �证券简称：牧高笛 公告编号：2020-046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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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二号-服装》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品牌

运营业务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 报告期内实体门店变动情况

门店类型 2019年末数量（家） 报告期末数量（家） 报告期内新开（家） 报告期内关闭（家）

直营店 39 29 2 12

加盟店 297 250 16 63

合计 336 279 18 75

二、 报告期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一）报告期内直营店和加盟店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门店类型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营业务成本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直营店 13,188,483.06 6,181,375.23 53% -11% -10% -0.67%

加盟店 39,360,333.72 24,772,401.83 37% -27% -27% 0.02%

其他 57,300,346.90 36,711,099.35 36% 41% 50% -3.65%

合计 109,849,163.68 67,664,876.41 38% 1% 4% -1.86%

（二）报告期内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盈利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销售渠道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营业务成本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线上销售 35,905,550.42 24,260,970.57 32% 48% 65% -6.76%

线下销售 73,943,613.26 43,403,905.84 41% -13% -14% 0.73%

合计 109,849,163.68 67,664,876.41 38% 1% 4% -1.86%

特此公告。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885� � � �证券简称：宏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3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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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有格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29.32%减

少至27.67%。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3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有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格投资” ）的通知，有格投资自2020年9月8日至

2020年10月30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2,3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65%。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神州路8号新丝路（跨境）金融小镇 A-103-C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10月30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大宗交易减持 2020年9月8日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0.08

大宗交易减持 2020年9月9日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0.32

大宗交易减持 2020年9月17日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0.27

大宗交易减持 2020年10月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7,300,000 0.98

合 计 - - 12,300,000 1.65

备注：

1.公司于2020年9月3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该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18,377,0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32%。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

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有格投资持有本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格投资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8,377,011 29.32 206,077,011 27.67

备注：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

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为有格投资实施大宗交易减持，有格投资2020年9月8日至2020

年10月30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减持12,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

3.本次减持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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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邱嘉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冰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王利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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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5,852,380,157.24 26,191,086,465.71 25,007,053,488.08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028,975,909.07 16,991,233,044.73 16,288,774,557.15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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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48,419,562.11 2,452,080,806.78 2,444,412,156.74 -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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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761,200,353.53 6,116,260,772.09 5,833,120,582.06 -3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9,385,012.90 646,009,904.87 572,881,332.63 -14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2,430,603.18 592,570,670.28 521,723,728.85 -181.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 3.91 3.57 减少5.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1 0.28 -145.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1 0.28 -1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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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7.23 144,915,7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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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0,633.18 81,545,5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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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7,6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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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6,393.41 14,835,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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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594.55 -2,685,782.31

所得税影响额 -4,520,373.90 -61,202,584.10

合计 7,761,920.91 183,045,5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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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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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056,346,783 51.05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737,183 7.86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964,740 2.03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

FH002沪

37,152,707 1.8 未知 未知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21,765,803 1.05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

19,138,786 0.92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17,190,000 0.83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5,025,564 0.73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0.72 未知 未知

荷兰汇盈资产管理公司－荷兰汇盈新兴市场股票基金 14,742,317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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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056,346,783 人民币普通股 1,056,346,78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737,183 人民币普通股 162,737,18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1,964,740 人民币普通股 41,964,74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37,152,707 人民币普通股 37,152,707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21,765,803 人民币普通股 21,765,80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19,138,786 人民币普通股 19,138,78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17,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9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5,025,564 人民币普通股 15,025,564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荷兰汇盈资产管理公司－荷兰汇盈新兴市场股票基金 14,742,317 人民币普通股 14,742,3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未知有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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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三季度发行超短期融资所致。

（2）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回款周期延长。

（3）其他应收款：减少主要支付资产置换影响相关往来款项。

（4）长期股权投资：增加主要是资产置换完成后新增联营企业及广东省

机场集团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投资。

（5）在建工程：减少主要是北区远机位停机坪扩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6）应付债券：增加主要是三季度发行超短期融资所致。

（7）营业收入：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收入减少。

（8）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收入减少和

税务优惠政策所致。

（9）销售费用：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缩减开支所致。

（10）管理费用：减少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缩减开支所致。

（11）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利息收入增加。

（12）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处置广州白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收益，

与新增广东省机场集团物流有限公司股权投资。

（13）信用减值损失：增加主要是执行新金融会计准则。

（14）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降低是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

司收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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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详见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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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白云机场航班量、旅客吞吐量、货邮

吞吐量均出现较大幅度减少，公司航空性业务收入、非航业务收入均将受此

影响，公司根据有关政策对相关收入进行了暂估，后续可能会根据疫情持续

时间和相关政策对其进行调整。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将较上年

同期出现较大幅度降低，具体影响程度取决于全球疫情防控进展及效果。

公司名称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嘉臣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04� � �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20－068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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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20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形

式送达各董事及其他参会人员。

（三）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邱嘉臣先生召集，会议于2020年10月29日

-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的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0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董事会表决结果如下：10票同意，0票反对，决议获得通过。

(二)�《关于购买辅警服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董事张克俭先生、刘建强先生、钟鸣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结果如

下：7票同意，0票反对，决议获得通过。

详见公司 《关于购买辅警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69）。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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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辅警服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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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交易无重大风险

● 本次交易无关联人补偿承诺

在议案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本公司 指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机场集团 指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关联方

机场安保公司 指广东机场安保服务有限公司，系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安全保卫、治安防范和秩序管控能力，确保过

港旅客安全、顺利出行，按照国家及广东省关于辅警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民

航局公安局《进一步加强民航公安机关警力配备的通知》（〔2014〕847� 号）

和 《关于印发 〈民用机场公安机关警力配备标准〉 的通知》（〔2009〕54�

号），并参照首都机场、上海虹桥及浦东机场的辅警配备情况，结合白云机场

实际，拟委托机场安保公司提供辅警服务，总费用预计不超过2088.56万元。

为确立购买辅警安保服务事宜的法律关系、明确责任范围，公司拟与机

场安保公司签订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辅警

安保服务协议》（下称“辅警安保协议” ），由机场安保公司具体负责提供辅

警安保服务工作。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

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为机场安保公司，系机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机场集团是

本公司控股股东，截至2020年9月30日，持有本公司股份1,056,346,783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51.05%。 本次公司与机场安保公司签订辅警安保服务协议，构成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机场安保公司：住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288号机场公安局办公

大楼5楼；法定代表人：谢锦程；成立于1993年3月17日；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机场安保公司拥有保安服务许可证、保安培训许可证、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ISO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等资质。 主营业务：门卫、巡逻、守护、区域秩序维护、随身护卫、安全检查、

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安全技术防范设备设计、安装、咨询、维修；摄

影；批发和零售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类别为接受劳务。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按照国家及广东省关于辅警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民航局公安局 《进一

步加强民航公安机关警力配备的通知》（〔2014〕847� 号）和《关于印发〈民

用机场公安机关警力配备标准〉的通知》（〔2009〕54� 号），参照首都机场、

上海虹桥机场、 浦东机场的辅警配备情况及广州市各行业平均工资标准，结

合白云机场实际，按照2020年6月-10月330人，2020年11月-12月360人进行辅

警人员配置，总费用预计不超过2088.56万元，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况或者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机场安保公司负责提供辅警，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提供机场红线范围

内安全保卫、治安、秩序管控等安全防范服务，保障机场各区域的安全。

2、辅警安保协议期限为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3、 机场安保公司在协议期内按照2020年6月-10月330人，2020年11月-12月

360人进行辅警人员配置，服务费用预计不超过2088.56万元。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提高白云机场安全保卫能力，确保白云机场正

常、安全运营，为过港旅客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而必须采取的安保措施，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克俭先生、刘建强先生、钟鸣先

生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此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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