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708� � � � � � � � �公司简称：家家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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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培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文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文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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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5,456,487.49 8,505,019,717.10 1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094,766,088.50 2,917,388,183.85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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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823,708.19 745,990,439.84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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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营业收入

13,762,845,731.70 11,265,116,373.28 2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8,716,281.12 351,379,662.07 1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5,188,427.10 334,458,947.11 1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2.93 12.63

增加

0.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64 0.58 1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64 0.58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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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304.57 -5,039,6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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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6,174.56 23,334,0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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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433.69 679,1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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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2,611.26 -2,380,0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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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178.85 -1,404,102.79

所得税影响额

-1,500,978.62 -1,661,467.32

合计

8,458,757.47 13,527,8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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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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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356,768,674 58.64 0

质押

14,9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威海信悦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47,569,157 7.8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中欧消费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296,336 3.01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7,335,615 2.85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390,859 2.04 0

无

0

未知

普信投资公司

－

客户资金

9,765,707 1.61 0

无

0

未知

上海鸿之铭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9,590,667 1.5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

三组合

7,674,603 1.26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45,051 1.22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东方红启东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52,880 0.91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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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6,768,674

人民币普通股

356,768,674

威海信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569,157

人民币普通股

47,569,15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消费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296,336

人民币普通股

18,296,33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7,335,615

人民币普通股

17,335,61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390,859

人民币普通股

12,390,859

普信投资公司

－

客户资金

9,765,707

人民币普通股

9,765,707

上海鸿之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590,667

人民币普通股

9,590,667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7,674,603

人民币普通股

7,674,6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蓝筹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45,051

人民币普通股

7,445,0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红启东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52,880

人民币普通股

5,552,8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威海信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家家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且与其交叉持股。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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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555,560,386.12 1,702,686,167.33 50.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增加及发行可转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0,769,520.55 40,378,123.28 199.10

结构性存款增加

应收票据

1,000,000.00

销售增加

应收账款

88,204,912.90 37,718,776.21 133.85

销售增加

在建工程

215,283,509.27 147,340,868.91 46.11

张家口综合产业园建设影响

无形资产

372,272,439.31 188,478,939.96 97.51

合并安徽家家悦土地及购置土地、软件

影响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057,100.32 7,305,082.53 65.05

坏账影响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015,215.78 243,269,349.78 -81.91

股权预付款转投资款影响

短期借款

525,837,206.59 160,000,000.00 228.65

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

371,385,975.24 537,169,217.80 -30.86

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预收款项

1,716,831,296.95 -100.00

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账款不含税部

分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2,089,054,211.89

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账款及预提会

员积分费用不含税部分重分类至合同

负债

应交税费

102,825,268.86 78,518,806.92 30.96

本期实现税金影响

其他流动负债

427,929,582.70 212,872,856.48 101.03

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账款的税额部

分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

应付债券

550,215,736.64

发行可转债

其他权益工具

93,027,658.88

发行可转债

其他综合收益

367,865.57 533,900.92 -31.10

受美元汇率波动影响

少数股东权益

209,394,693.43 153,128,653.87 36.74

合并安徽家家悦影响

变动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2,525,587.11 -10,640,062.97 217.72

主要受存款收益减少、 按新

金融工具准则规定部分现金

管理收益计入投资收益所

致。

其他收益

23,334,025.76 17,542,110.52 33.02

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11,197,441.04 -660,449.54 1,795.43

主要系现金管理收益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21,152.00 3,085,536.45 -194.67

主要系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5,039,688.08 405,757.80 -1,342.04

处置资产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10,234,878.80 7,112,440.99 43.90

其他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12,614,934.87 5,808,046.69 117.20

公益性捐赠增加

所得税费用

150,529,372.58 115,703,884.82 30.10

所得税费用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13,870,236.30 -6,218,699.12 -123.04

控股子公司亏损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4,813,127.29 70,427,292.87 48.82

其他收入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100,000,000.00 110,000,000.00 900.00

现金管理投资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782,609.49 1,436,437.57 720.27

投资收益增加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632,592.95

安徽家家悦期初货币资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80,000,000.00 212,950,000.00 454.12

现金管理投资赎回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11,412,959.64 -100.00

同期投资河北家家悦支付的

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91,803,493.96 470,000,000.00 111.02

短期借款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093,193.64 -100.00

同期收回往来款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06,561.98

发行可转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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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202889）。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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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培桓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3708� � � �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0-076

债券代码：113584� � � � �证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退出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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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5日，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发

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议案》，拟投资1.1亿元参与发起设立安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然人寿保险” ），认购安然

人寿保险11%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2月7日披露的《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4）。目前，安然人寿保险仍处于申请阶段。

一、本次退出发起设立安然人寿保险相关情况

鉴于安然人寿保险筹建审批时间经历的周期较长，经公司与其他合作方友好协商，共同签署了《安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一）》，一致同意公司退出发起设立安然人寿保险事宜。

二、本次退出发起设立安然人寿保险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退出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退出发

起设立安然人寿保险，本次退出发起设立安然人寿保险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退出发起设立安然人寿保险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然人寿保险尚未正式进入筹建和设立阶段，公司也未实际进行出资。退出参与发起设立安然人寿

保险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708� � � �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0-078

债券代码：113584� � � � �证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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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一一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

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0年第三季度门店变动情况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新开门店33家，其中山东省19家，河北省6家，其他省份8家；各业态新开门店情况：大卖场13家，综合

超市19家，其他业态1家；第三季度关闭门店3家。报告期末，公司门店总数874家。

1、 新开门店明细

省份 店部名称 地址 开业时间

租赁期限

（年）

合同面积

（㎡）

山东 石岛凤凰湖路御湖庄园店

山东省威海市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斥山街

道双山东路

2020/7/25 3 401.59

山东 石岛玄镇

2

店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港湾街道玄镇社区山

海湾小镇

2020/9/16 15 630.00

山东 文化中路名居店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中路

2020/9/16 10 404.94

山东 海阳朱吴

2

店 山东省海阳市朱吴镇驻地

2020/7/21 15 1,180.00

山东 开发区

LG

便利店 山东省烟台市经开区北京中路

2020/8/10 1 93.00

山东 栖霞亭口

2

店 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亭口镇政府驻地

2020/8/15 15 639.99

山东 海阳窑上店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东风大道南路东兴路

北

2020/8/21 15 1,143.92

山东 开发区金光小区店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开发

区金光小区

2020/8/28 15 801.87

山东 海阳大山店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大山乡

2020/9/22 15 747.00

山东 福山香逸中央店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

2020/9/25 15 1,840.86

山东 维客莱阳河洛店 山东省烟台市莱阳市共建路

2020/8/19 15 3,720.00

山东 维客青岛翠海宜居店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路

2020/9/29 15 3,865.00

山东 维客青岛平度兰州路店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兰州路中高名人国际

花园

2020/9/30 9 1,780.00

山东 青岛即墨滨海路店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滨海路蓝色中心东区

2020/9/3 15 4,937.38

山东 济南国华广场店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旅游路国华广场

2020/9/10 15 5,261.99

山东 博山青龙居店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城东街道沿河东路

2020/7/30 15 635.00

山东 济宁水景花园店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太白西路北、环城西路

水景花园

2020/9/17 12 4,483.56

山东 东营易岳广场店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悦来广场

2020/7/22 15 3,047.67

山东 滕州人和广场店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龙泉街道解放中路人

和广场

2020/8/8 10 1,211.07

河北 张家口怀来枫树湾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镇新兴南路枫

树湾小区

2020/7/9 15 3,151.00

河北 张家口张北中都大街成龙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张北镇中都大街东

侧张北成龙大厦

2020/7/23 15 3,211.00

河北 张家口新华街华升阳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新华街华升阳商城

2020/8/20 10 1,958.00

河北 张家口宣化区萄源居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清远路葡源居购物

广场

2020/8/25 10 466.00

河北 张家口赤城汽车站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赤城镇振兴南路金

城商业楼

2020/9/18 15 1,862.00

河北 张家口万全区水泉路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水泉堡村东西山壹

号住宅小区

2020/9/23 15 2,969.00

内蒙古 商都县兴商路公园店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七台镇兴

商路北红旗北路

2020/7/18 15 557.50

安徽 淮北锦绣府邸店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龙山路温哥华城·锦绣

府邸

2020/7/10 12 7,447.00

安徽 淮北德城新天地店 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孟山中路新天地广场

2020/7/10 10 1,000.00

安徽 蚌埠淮上万达店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淮上大道

2888

号蚌埠

淮上万达广场

2020/7/30 15 6,799.52

安徽 蚌埠吾悦广场店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解放路

750

号新城吾悦

广场

2020/9/10 15 7,703.00

江苏 徐州庆丰路店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店子社区再就业服务

中心综合楼

2020/8/5 9.75 3,250.00

江苏 徐州鼓楼广场店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中山路与二环北路交

叉口鼓楼广场

2020/9/17 20 6,885.50

江苏 泰州兴化吾悦广场店

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中和西路吾悦广场

Z1

号商铺

2020/9/25 15 6,833.47

2、 关闭门店情况

闭店原因 门店数量

(

家

)

合同面积（㎡）

门店搬迁

1 533

合同到期终止

2 1,070

合计

3 1,603

二、2020年第三季度新签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约门店40家，具体情况如下：

门店名称 地址 签约日 预计交房日

租赁期限

（年）

合同面积（㎡）

珠海路阳光家园店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经济开发区珠海

路北晋江路西

2020/7/20 2020/11/15 15 1,302.40

文化中路名居店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中路

2020/7/27 2020/7/31 10 404.94

华新广场店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华新园

2020/7/28 2020/8/10 16 1,470.00

新华街东方名苑店 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城区东方名苑

2020/7/30 2020/8/15 15 1,032.99

石岛凤凰湖核电店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石岛管理区环

湖东路

2020/8/10

以交接日期为准

8 336.58

文登整骨店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香山路

2020/9/22 2020/9/30 15 956.21

田村世昌名都店 山东省威海市高区田村世昌名都

2020/9/25 2020/10/20 12 1,262.00

芝罘区浅山艺境店 山东省烟台市浅山艺境小区

2020/7/11 2020/8/19 12 824.66

福山香逸中央店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福海路

2020/7/28 2020/8/20 15 1,840.86

莱山海韵华府店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国泰海韵华府

2020/7/29 2022/1/1 12 4,645.90

开发区

LG

便利店 山东省烟台市经开区北京中路

2020/8/4 2020/8/10 1 93.00

海阳大山店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大山乡

2020/8/10 2020/8/20 15 747.00

蓬莱福泽苑小区店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福泽苑小区

2020/8/19 2020/10/31 15 1,026.30

张家口宣化区皇城桥

北街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皇城桥路

2020/8/3

以交接日期为准

15 5,577.50

张家口市民中心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经开区站前西大街

2020/8/10 2020/8/12 15 11,073.76

张北华安城市广场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华安城市广

场

2020/8/31 2022/5/1 15 5,085.00

张家口阳原县裘皮城

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阳原国际裘

皮皮城

2020/9/15 2020/9/30 15 4,927.00

张家口胜利路理想湾

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经开区胜利南路

2020/9/28 2021/2/28 15 1,255.60

呼市新华东街方恒商

场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太伟方

恒广场

2020/7/19 2020/7/31 9.92 6,691.30

呼市昭君路洪兴商场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石泉区昭君路洪

兴广场

2020/9/25 2020/11/15 15 8,674.60

淮北铁佛镇店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铁佛镇

2020/7/20 2020/9/15 15 5,370.00

盐城滨海海悦城店 江苏省盐城市滨海海悦城

2020/7/20 2020/8/31 15 1,009.00

盐城爱琴海店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开放大道

2020/7/23 2020/8/31 15 5,872.40

泰州兴化万达广场店

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城南路北、英

武南路东

2020/7/15 2020/8/17 15 7,843.92

张家口宣化区大西街

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钟楼大街

2020/8/3

以交接日期为准

15 4,223.00

芝罘区昊佳花园店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昊佳花园临街

门市房

2020/9/5 2020/9/30 12 855.76

烟台福山西竹源小区

店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西竹源小区

2020/9/14 2020/9/19 15 932.11

青岛平度凤台世家店

山东省青岛平度市苏州路太原路交

叉口北侧

2020/7/25 2022/6/30 15 4,769.00

青岛水悦城店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水悦城

2020/7/27 2020/8/15 15 6,227.16

青岛翠海宜居店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四流中路

2020/7/30 2020/8/5 15 3,865.00

安丘欧亚达广场店

安丘新安路与世贸大街交汇处欧亚

达家居商业广场

2020/9/1 2021/7/31 15 6,200.00

青岛平度天福现河店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温州路

2020/9/1 2022/12/31 15 2,200.00

维客青岛平度兰州路

店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兰州路中高名

人国际花园

2020/9/1 2020/9/5 9 1,780.00

济南二环北路店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二环北路

2020/8/2 2023/10/31 15 1,566.00

济南历下文体中心店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兴港路

2020/8/20 2020/9/30 10 1,586.00

济南平阴政府广场店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锦东大街以

北，滨河路以东，锦龙路以西

2020/9/13 2020/9/30 10 4,620.96

淄博鼓浪屿小镇店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张家庄村中心

街鼓浪屿小区

2020/7/17 2020/8/31 15 1,396.00

淄博茂业天地店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

2020/8/31 2020/9/10 15 5,215.24

东营王府井店 山东省东营市王府井商场

2020/7/25 2020/9/30 8 1,713.22

济宁盛泰广场店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红星路与火炬

路交汇处

2020/7/24 2020/11/30 15 5,714.05

三、2020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1、分地区门店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变动（

%

） 毛利率（

%

） 同比变动（

%

）

山东省

11,538,540,129.89 16.95 18.39 0.63

省外地区

1,109,633,088.15 321.85 14.27 -3.25

总计

12,648,173,218.04 24.87 18.03 0.27

2、分业态门店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业态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变动（

%

） 毛利率（

%

） 同比变动（

%

）

大卖场

6,490,754,702.48 33.49 18.22 0.01

综合超市

5,907,370,313.48 19.81 18.03 0.44

百货

79,780,949.96 -27.24 11.56 -0.53

其他业态

170,267,252.12 -24.86 13.97 -0.33

总计

12,648,173,218.04 24.87 18.03 0.27

注：

1、主营业务收入为连锁门店主营业务收入，不包含生产加工、配送批发及其他业务收入；

2、省外地区指河北、内蒙古、江苏、安徽。

3、其他业态主要包括便利店、宝宝悦、电器城等，其中宝宝悦主要销售的是母婴用品，电器城主要销售的是家用电器。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708� � � �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0-075

债券代码：113584� � � � �证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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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3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培桓先生主持召开，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主要经营数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退出发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708� � � �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0-077

债券代码：113584� � � � �证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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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2889）。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的申

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

项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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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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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56� � � � � � � � �公司简称：浪潮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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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陈东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东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路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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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7,448,382.09 3,553,313,875.22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20,758,391.88 2,436,954,708.87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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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12,911.44 -306,313,474.69 -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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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732,221.43 769,960,686.00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643,922.93 -57,411,993.15 -8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7,076,555.44 -58,539,908.74 -82.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44 -2.39

减少

2.0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3 -0.18 -8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3 -0.18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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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83.21 116,8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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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4.23 1,278,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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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334.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91.38 -48,087.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6.07

所得税影响额

-10,798.07 -198,686.43

合计

101,767.99 1,432,6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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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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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1,881,000 19.0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63,349 2.27 0

未知 未知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29,394 1.00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淑英

1,953,609 0.6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汤臻浩

1,660,000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国通信托·方

信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000 0.49 0

未知 其他

袁广凤

1,558,232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马瑜

1,501,900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功锋

1,498,576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马琳

1,295,833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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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1,8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881,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63,349

人民币普通股

7,363,349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29,394

人民币普通股

3,229,394

李淑英

1,953,609

人民币普通股

1,953,609

汤臻浩

1,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0,00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国通信托·方信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袁广凤

1,558,232

人民币普通股

1,558,232

马瑜

1,50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1,900

赵功锋

1,498,576

人民币普通股

1,498,576

马琳

1,295,833

人民币普通股

1,295,8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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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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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科目 期末 上期期末 差异变化 增减幅度（

%

）

其他应收款

300,470,064.79 91,965,339.18 208,504,725.61 226.72

存货

150,577,142.41 82,686,753.45 67,890,388.96 82.11

开发支出

47,088,509.21 11,562,185.58 35,526,323.63 307.26

应交税费

12,372,401.10 20,888,174.94 -8,515,773.84 -40.77

递延收益

1,698,777.62 198,777.62 1,500,000.00 754.61

1)、其他应收款较上期期末增长226.72%，主要系应收股利增加所致；

2)、存货较上期期末增长82.11%，主要系未完工项目增加所致；

3）、开发支出较上期期末增长307.26%，主要系研发项目未完工所致；

4）、应交税费较上期期末减少40.77%，主要系缴纳税金所致；

5）、递延收益较上期期末增长754.61%，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拨款所致。

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科目 本期 上期 差异变化 增减幅度（

%

）

财务费用

-10,418,498.49 -402,356.65 -10,016,141.84 -2,489.37

投资收益

16,806,371.91 52,790,501.40 -35,984,129.49 -68.16

营业外收入

168,729.98 9,988.55 158,741.43 1,589.23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2,489.37%，主要系定期存单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68.16%，主要系公司参股公司浪潮乐金受外部环境影响，市场竞争加剧，其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大幅下降所致；

3）、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589.23%，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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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东风

日期 2020年10月31日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51� � � � 900938� � � � � � � �公司简称：海航科技 海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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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李维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杰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晏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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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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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60,188 127,716,466 -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33,415 13,871,360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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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7,015 2,898,269 1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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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17,993 242,089,199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8,687 275,844 6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9,612 214,126 10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34 2.04

增加

1.3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582 0.0951 66.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582 0.0951 66.3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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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 -1,481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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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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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5 -7,066

公司内部整合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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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21 63,814

公司为避免汇率变

动对经营波动影响

而购买的远期外汇

合约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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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1 2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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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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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7 -18,888

所得税影响额

-14,445 -30,736

合计

13,665 2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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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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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2,006,689 20.76% 0

质押

602,006,689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万能三号

415,565,400 14.33% 0

无 未知

大新华物流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251,436,596 8.67% 0

质押

251,436,596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银基金

－

浦发银行

－

上银

基金财富

15

号资产管理计

划

64,589,979 2.23% 0

无 未知

方正富邦基金

－

华夏银行

－

天海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080,805 0.69% 0

无 未知

张家玮

14,432,773 0.50% 0

无 未知

UBS AG 14,020,698 0.48%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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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9,047 0.31% 0

无 未知

满润琪

4,800,000 0.17% 0

无 未知

钱光海

4,723,779 0.16%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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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2,006,689

人民币普通股

602,006,68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三号

415,565,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565,400

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1,436,596

人民币普通股

251,436,596

上银基金

－

浦发银行

－

上银基金财富

15

号资产管理计划

64,589,979

人民币普通股

64,589,979

方正富邦基金

－

华夏银行

－

天海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080,805

人民币普通股

20,080,805

张家玮

14,432,773

人民币普通股

14,432,773

UBS AG 14,020,698

人民币普通股

14,02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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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9,047

人民币普通股

9,049,047

满润琪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钱光海

4,723,779

人民币普通股

4,723,7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公司5%以上股东大新华物流的通知于2020年2月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临2020-002）其前期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出现

违约情形；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启动股票违约处置程序，并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处置大新华物流质押

给华融证券的不超过15,813.38万股公司股份。2020年5月26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临2020-013），减持计

划时间过半，大新华物流在减持计划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发生减持公司股份无限售流通股1,000股。2020年8月25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临2020-031），减持计划期间届满，大新华物流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15,001,000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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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说明

短期借款

1,158,834 1,988,348 -41.72%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

应交税费

904,271 1,508,256 -40.05%

主要系本期支付年初预提所得税税费

其他流动负债

1,783,143 1,333,195 33.75%

主要系本期计提财务担保准备

3.1.2�利润表项目变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说明

信用减值损失

-826,624 -73,90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计提财务担保准备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37,015 2,898,269 149.70%

主要系本期公司加大运营资金回笼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5,641 877,303 -197.53%

主要系上期收回对外投资，本期无此项目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0,110 -2,176,721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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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境外子公司GCL�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作为借款人，向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组织的银团借款40亿美元，资

金用于支付收购Ingram� Micro� Inc.� 100%股权之收购价款，其中应于2019年9月5日偿还的并购贷款本金为3.5亿美元，于2019

年12月偿还的并购贷款本金为4亿美元（以下简称“贷款本金” ）。经银团审批并签署《并购贷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贷款

本金的还款时间均延期至2020年5月5日。截至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日，延期至2020年5月5日应偿还的7.5亿美元

贷款本金尚未偿还。公司就偿还本期贷款本金与银团参贷行积极协商还款时间延期事宜，银团参贷行初步意向同意延期申

请，后续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协议。公司将及时跟进该事项进展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8年3月22日，公司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银国信” )签署《交银国信·稳健2139号单一资金信托保证

合同》，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 ）与交银国信签署的《交银国信·稳健2139号单一资金信托股权转让合

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 )项下的全部义务、责任、陈述、保证及承诺事项向交银国信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15亿元人民币，担保有效期至《股权转让合同》下的主债务最后一期履行届满之日起满两年之日；

主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止。2020年10月12日,公司收到《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传票》等法律文书，交银国信与海航集团就《交银国信-稳健2139号单一资金信托股权转让合同》形成诉讼，因

公司为海航集团向交银国信提供担保成为共同被告。2020年10月19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件开庭审理，公司积

极应诉，委派专职法务人员出庭。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诉讼程序并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披露了《关于担保进展暨涉及诉讼的公告》（临2020-005），公司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通知书》（2020）琼96执169号，向申请执行人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租赁” ）支付相关款项22,

000,000元及利息和执行费。2018年10月10日，公司与国网租赁签署《担保函一》、《担保函二》，为海航集团与国网租赁签署

的《调解协议》（编号为SGIL328.2016.001-H）及案号为（2018）津民初36号《民事调解书》项下海航集团承担的债务清偿义

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前述《调解协议》、《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

目前该笔担保预计逾期担保金额达到60,67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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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维艰

日期 2020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