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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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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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任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海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文

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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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00,166,957.69 367,112,931.07 6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66,512.01 17,017,837.44 -6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204,144.47 12,947,344.68 -5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895,596.79 70,515,125.22 78.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55 -6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55 -6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1.93%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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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4,931,226.52 5,881,496,980.76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10,706,163.96 1,012,434,760.26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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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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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406.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575.5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3,036.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5,577.74

合计 562,36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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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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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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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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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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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40% 141,403,560 114,481,26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4,800,000 4,8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朱永存 境内自然人 1.40% 4,358,123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1,991,2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谢纲 境内自然人 0.52% 1,627,958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姚红星 境内自然人 0.40% 1,253,229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陈雪云 境内自然人 0.40% 1,245,4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200,000 1,2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童胜朋 境内自然人 0.38% 1,170,0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量

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101,3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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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6,9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22,

300

朱永存 4,358,123 人民币普通股 4,358,1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9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1,200

谢纲 1,627,958 人民币普通股 1,627,958

姚红星 1,253,229 人民币普通股 1,253,229

陈雪云 1,2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5,

400

童胜朋 1,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0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1,

300

董玉英 1,01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9,

900

朱永财 972,800 人民币普通股 97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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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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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49,073.53万元，增长45.78%，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以及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75,304.51万元，下降51.46%，主要系本期收回前期工

程款所致。

3、预付款项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668.51万元，增长72.65%，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款增

加所致。

4、存货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134,302.74万元，下降96.34%，主要系本期根据新收入准

则的规定，将本科目下工程施工以及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重分类至合同资产所致。

5、合同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70,877.45万元，增长100.00%，主要系本期根据新收

入准则的规定，将应收账款中未到期质保金、存货下工程施工以及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重分

类至本科目所致。

6、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339.47万元，增长332.45%，主要系本期根据

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将应收账款中1年以上的未到期质保金重分类至本科目所致。

7、预收款项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590.59万元，下降66.34%，主要系本期根据新收入准

则的规定，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13,912.75万元，下降62.89%，主要系本期支付上

期薪酬所致。

9、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919.41万元，下降31.79%，主要系本期缴纳上期税费

所致。

10、合同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3,950.65万元，增长100.00%，主要系本期根据新收

入准则的规定，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计入本科目所致。

11、长期借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34,970.00万元，增长164.88%，主要系本期增加银行

长期借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23,305.40万元，增长63.48%，主要系本期建筑施工

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23,229.83万元，增长76.09%，主要系本期建筑施工

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245.38万元，增长109.39%，主要系本期上缴税费

增加导致税金及附加的增加。

4、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093.95万元，增长167.06%，主要系本期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资金收益率下降以及贷款规模增加银行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70.70万元，增长976.35%，主要系本期收到财政金

融局机构发展奖励所致。

6、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31.85万元，增长1,032.67%，主要系本期公司控股

子公司倍特期货有限公司货币基金分红增加所致。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152.66万元，下降15,821.07%，主要系本

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倍特期货有限公司理财产品价格下跌所致。

8、信用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74.21万元，增长147.84%，主要系本期计提的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9、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354.05万元，增长100.00%，主要系本期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现货贸易陷入停滞状态，及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动荡引发国际资本市场大幅

波动导致公司控股孙公司上海茂川资本有限公司所购商品价格下跌所致。

10、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360.36万元，增长100.01%，主要系上期冲回以

前年度计提的违约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5,538.05万元，增长78.54%，

主要系本期工程款回收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5,163.35万元， 增长

117.69%， 主要系本期公司控股子公司倍特期货有限公司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导致现金流

入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4,498.90万元，增长74.46%，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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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推出新非公开发行方案。（详见2020

年3月16日、2020年3月2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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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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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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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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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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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任正

二O二O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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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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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6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20

年4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任正、李小波、冯东、黄悦、申书龙、

杨砚琪、黄明、李越冬、辜明安董事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任正董事长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认为，该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和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2017年7月5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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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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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6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4

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谢志勇监事会主席，郑辉、晏庆监事出

席了会议。 会议由谢志勇监事会主席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如下事项：

一、审核通过《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认为，该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2017年7月5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的要求进行的变更，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20-34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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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

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对于收入的会计处

理，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 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 〔2006〕3号） 中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以及财政部于2006年10月30日印

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通知》（财会〔2006〕18号）中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应用指南》。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根据新收入准则的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除上述会计政策

变更外，其他仍执行根据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

（四）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也即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在新收入准则下，不再区分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让渡资产使用权和建造合同等具体交

易形式，而是将现行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

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

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

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将根据首次执行

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不会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

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收入准则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的变更，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的变更，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决策程

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20-35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筑业务

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

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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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从事建筑施工

业务。 根据相关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规定，现将倍特建安2020年一季度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一、经营概况

（一）新签订单数量及金额

2020年一季度，倍特建安新签订单14个，金额约120,106.63万元。

（二）已签约未完工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止2020年3月31日， 倍特建安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77个， 金额约1,193,942.85万

元。

（三）已中标未签约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止2020年3月31日，倍特建安累计已中标未签约订单7个，中标金额为111,653.47万

元。

二、重大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华惠嘉悦汇

广场ABC标

段总承包

72,600（暂定） 施工总承包 2017.12.7

因建设单位原因，原

预计720天工期顺延

A标段装修和总坪

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6,

788.62万元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6,

788.62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45,553.74万元

已达到收款

条件，公司

正与建设单

位协商工程

款支付事宜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机场北物流

组团片区道

路及综合管

廊工程（一

期）勘察-

设计-施工

总承包

20,886.80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2018.10

因建设单位原因，原

预计240天工期顺延

电力排管、路面施工

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275.23万元

2、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275.23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11,278.03万元

已收到8,

597.13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三岔一线道

路及综合管

廊工程（一

期）勘察-

设计-施工

总承包

39,870.60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2018.5.10

因建设单位原因，原

预计360天工期顺延

道路结构层施工阶

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917.43万元

2、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917.43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18,959.05万元

已收到14,

084.20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倍特香槟华

府一期施工

22,773.40 施工总承包 2018.6.6

因建设单位原因，原

预计540天工期顺延

总坪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1,

050.90万元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1,

050.90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21,348.03万元

已收到14,

200.00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高新南

区（大源片

区）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30,058.62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2018.9.5

因建设单位原因，原

预计550天工期顺延

主体收尾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924.43万元

2、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924.43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14,629.84万元

已收到6,

294.95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高新南

区（新川片

区）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78,799.82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2018.9.5

因建设单位原因，原

预计550天工期顺延

主体及二次结构施

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366.97万元

2、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366.97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25,082.30万元

已收款10,

473.41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保障

基地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

（一期）勘

察-设计-

施工总承包

一标段

18,764.90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2018.10 预计720天 收尾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220.18万元（本季度根据反

馈的实际产值， 对前期多计

提的 部分 进 行了冲回调

整。 ）

2、本年度累计确认收入

-220.18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14,313.17万元

已收款11,

735.97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西部园区

2017年第一

批公建配套

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

一标段

35,854.57

设计-施工

总承包

2019.02 预计720天

装修、总坪、安装阶

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3,

496.61万元

2、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34,96.61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26,302.79万元

已收款19,

025.00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丹景乡社区

工程（一

期）项目设

计-施工总

承包标段

64,926.88

设计-施工

总承包

2019.06 预计360天

项目周边区域因山

体滑坡重新进行地

勘后，政府相关部门

建议其不再作为集

中安置区，本项目已

于2020年1月初收到

停建通知。 鉴于本

项目尚未进入主体

结构施工，已实施工

程产值占合同金额

比例较小，且本项目

属于房建项目毛利

较低。 另外，本项目

合同金额占公司已

签约未完工合同总

金额比重较低，因此

本项目的停建对公

司2020年及未来年

度损益影响较小。

已停建，公司

正与建设单位

协商已完成工

程部分的结算

事宜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0万

元

2、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0

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2,302.10万元

已收款2,

508.00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瞪羚谷公园

社区2号地

块项目（二

标段）、瞪羚

谷公园社区

7号地块项

目勘察-设

计-施工总

承包

124,799.46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2019.06 预计720天

二次结构及外立面

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729.73万元

2、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729.73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24,470.43万元

已收款18,

478.61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高新西

区（京东

方）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

设计-施工

总承包二标

段

162,260.00

设计-施工

总承包

2019.06 预计720天

主体及二次结构施

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17,

122.81万元

2、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17,122.81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55,764.70万元

已收款45,

340.37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高新南

区（新川片

区）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

精装修及总

平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

包

29,571.03

设计-施工

总承包

主体工程尚未完

工，未达到开工

条件

预计270天 施工准备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时点

已 收 款

280.31万元

（安全文明

施工费）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生物医药创

新孵化园成

都前沿医学

中心装修工

程设计-施

工总承包

38,533.11

设计-施工

总承包

2019.09

因建设单位原因，原

预计90天工期顺延

装饰及智能化收尾

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2,

798.16万元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2,

798.16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19,443.48万元

已收款12,

742.60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交子大道夜

景提升一期

工程设计-

施工总承包

38,503,10

设计-施工

总承包

2019.12

因建设单位原因，原

预计90天工期顺延

灯具安装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1、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6,

371.64万元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6,

371.64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6,371.64万元

收预付款3,

638.24万元

（含安全文

明施工费

123.71万

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福田乡社区

工程（二

期）勘察-

设计-施工

总承包标段

33,815,53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暂未开工 预计540天 未开工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时点

收预付款3,

216.74万元

（含安全文

明施工费

332.83万

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三岔镇八角

村社区工程

（二期）一

批次勘察-

设计-施工

总承包标段

74,716,84

勘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

暂未开工 预计540天 未开工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

同约定及时结算

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存

在重大风险

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时点 未收款 否 否 否

上述有关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且未经审计，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最终以定期

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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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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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小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玉会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卢

江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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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27,946,741.70 1,044,684,933.57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281,238.40 219,255,333.80 1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41,033,351.88 217,522,701.81 10.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715,278.84 93,744,570.87 3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3 0.134 14.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3 0.134 14.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2.3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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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01,703,113.12 18,149,290,725.33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31,310,856.07 9,474,863,083.90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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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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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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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5,443.29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6,057.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4,887.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464,659.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93,493.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8,797.45

合计 8,247,886.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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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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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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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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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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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42% 775,137,409 104,302,331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64% 255,731,208 255,731,208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5% 174,080,311 0

广西广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4% 75,903,614 0

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69% 43,903,614 0

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 32,000,000 0

广西交通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 25,301,204 0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

际信托－中融－财富1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1.37% 22,473,002 0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 20,597,800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其他 1.01% 16,468,6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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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670,835,078 人民币普通股 670,835,078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74,080,311 人民币普通股 174,080,311

广西广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5,903,614 人民币普通股 75,903,614

广西宏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43,903,614 人民币普通股 43,903,614

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 3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0

广西交通发展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301,204 人民币普通股 25,301,204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财富1号结

构化集合资金信托

22,473,002 人民币普通股 22,473,002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5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97,8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6,468,626 人民币普通股 16,468,626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托·粤中3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9,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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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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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万元）

项目 2020/3/31 2019/3/31 增减额 增减率 增减原因

应收账款 59,918.41 38,524.11 21,394.30 55.53%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公司客户受疫情影响付款滞后以及

收入增长等使得公司正常信用周期内的应收款项增加。

存货 3,662.45 2,609.40 1,053.05 40.36%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公司的子公司根据市场行情以及公

司业务需要采购的燃料增加形成。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93.93 4,804.44 -1,410.51 -29.36%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公司的子公司收到上年重分类在

“其他非流动资产” 列示的预付工程款发票本报告期转

“在建工程” 列示形成。

应付职工薪酬 9,848.87 21,172.75 -11,323.88 -53.48%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支付了上年度预提的职工效益工资。

应付股利 519.15 1,415.16 -896.01 -63.32%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公司的子公司云约江码头公司支付

了上年未付的第三方股东分红款。

（2）利润表项目（万元）

项目

2020年1-3

月

2019年1-3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增减原因

税金及附加 909.27 1,407.22 -497.95 -35.39%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子公司计提的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减少形成。

其他收益 834.03 232.93 601.10 258.06%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

署公告2019年第39号》文件精神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10%

抵扣增加其他收益以及政府补助增加形成。

信用减值损失 -1,669.90 -698.75 -971.15 138.98%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由于正常信用周期内的应收款项增

加使得公司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的减值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18.75 83.99 -65.24 -77.68%

主要原因是： 上年报告期公司的子公司北部湾集装箱公司

收到第三方公司理赔款56万元。

营业外支出 12.34 92.52 -80.18 -86.66%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较上年报告期处置报废的固定资产

形成损失减少86万元。

（3）现金流量表项目（万元）

项目

2020年1-3

月

2019年1-3

月

增减额 增减率 增减原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32,390.71 22,237.21 10,153.50 45.66%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由于人工成本增加以及根据基本工

资调整社保基数的调整导致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增加形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0,521.54 15,198.50 -4,676.96 -30.77%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代收代付的港口建设费同比减少形

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58,395.29 44,483.39 13,911.90 31.27%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归还银行贷款本金同比增加形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6,538.03 4,904.76 1,633.27 33.30%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支付贷款利息增加以及公司的子公

司云约江码头公司支付上年未付的第三方股东分红款形

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933.32 -6,652.19 -5,281.13 79.39%

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归还银行贷款本金以及利息同比增

加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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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部署，更好地参与和配合

疫情防控工作，切实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各界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公司决定对

拥有及管理的下属各码头集装箱货物免除库场使用费或进一步延长免费堆存期：①进一步

加大对各内贸客户的集装箱重箱库场使用费的优惠支持，在春节期间（30天）免费堆存政

策的基础上，统一延续至2月20日；②免除各外贸客户1月20日至2月20日产生的集装箱重箱

库场使用费；③涉及疫情救援物资，公司将优先服务、优先作业，并适当减免相关作业费用。

另外，公司于2020年2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赠

1000万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广西红十字基金会

捐赠1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公司港口所在地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

2.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2019年11月27日，公司第二大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港集团” ）与公司股东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海码头” ）签署了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北港集团以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上海中海码头转让其持有的

北部湾港92,518,23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66%）。 2020年1月10日，公司收到北港集

团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登记书》，北港集团已将其

持有的北部湾港92,518,231股股份过户至上海中海码头。 本次过户完成后，上海中海码头

持有公司174,080,31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65%，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3.公司控股股东开展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

2019年12月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防港集团” ）

送来的《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和《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决定》，决定将防港集团所持有的北部湾港全部股份（即775,137,409股，占北部湾港

总股本47.42%）无偿划转给北港集团。本事项完成后，北部湾港控股股东将由防港集团变更

为北港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广西国资委。 本次无偿划转已在国资委产权管理综合信息系

统完成备案，并取得北港集团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出具的核准文件；防港集团于2019年12月

23日与北港集团签署了划转协议，并于2020年2月10收到中国证监会发来的《关于核准豁

免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89号）。 当前北港集团、防港集团正在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权划转的相关业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减免库场使用费

及对外捐赠事项

2020年2月4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减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集装箱货物

库场使用费等费用的公告》

2020年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对外捐赠1000万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的公告》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公司

第三大股东

2019年11月28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0年1月11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开展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事项

2019年12月5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

2019年12月24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拟变更的进展

公告》

2020年2月12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获得中国

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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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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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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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01日~2020年03月31日 书面问询 个人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年01月01日~2020年03月3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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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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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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