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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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汪万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武芙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蒋雪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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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774,982.42 617,041,322.47 -4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6,564,066.37 8,461,250.14 -1,59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8,245,406.84 4,066,376.11 -3,253.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7,582,221.52 33,208,087.25 -42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27 0.0182 -1,598.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27 0.0182 -1,598.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59% 4.44% -1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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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9,788,146.85 3,636,082,745.15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582,522.04 190,361,934.13 -6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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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3,333.33

债务重组损益 164,429.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790.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8,149.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62.81

合计 1,681,34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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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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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双环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1% 116,563,210 质押 57,000,000

黄腾宇 境内自然人 1.59% 7,389,999

张寿清 境内自然人 1.01% 4,700,273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0.98% 4,568,800

吴爱民 境内自然人 0.90% 4,191,380

李虹 境内自然人 0.72% 3,330,000

陈于文 境内自然人 0.58% 2,711,207

高敏江 境内自然人 0.56% 2,580,000

谢燕生 境内自然人 0.50% 2,342,969

戢中秋 境内自然人 0.50%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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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16,563,210 人民币普通股 116,563,210

黄腾宇 7,389,999 人民币普通股 7,389,999

张寿清 4,700,273 人民币普通股 4,700,273

王建军 4,5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8,800

吴爱民 4,191,380 人民币普通股 4,191,380

李虹 3,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0,000

陈于文 2,711,207 人民币普通股 2,711,207

高敏江 2,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0,000

谢燕生 2,342,969 人民币普通股 2,342,969

戢中秋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

系；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尚不清楚。 上述其他股东

与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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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即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和净资产等相关财

务指标较去年同期均大幅下降，主要系公司化工板块的销售、生产受到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 2020年第一季度下游企业复工延迟等原因导致公司产

品需求明显不足、市场行情低迷，加之发货物流不畅通，公司销售情况受到显

著影响。 经公司初步概算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主要产品纯碱的销量和销

价均下降了接近25%，氯化铵销量下降约3%、销价下降约23%，严重影响了本

报告期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纯碱库存增加以及疫

情期间部分员工不能按时返岗也影响了化工生产负荷、目前负荷已恢复正常，

但纯碱产品库存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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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00042

2

ST� 宜

化

576,

368.96

公允价

值计量

1,

160,

788.80

-8,

005.44

576,

414.40

0.00 0.00 0.00

1,

152,

783.36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有

合计

576,

368.96

--

1,

160,

788.80

-8,

005.44

576,

414.40

0.00 0.00 0.00

1,

152,

783.3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1997年04月15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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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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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明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晓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郭婷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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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29,750.18 156,742,829.38 -1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10,500.38 12,302,591.47 -4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536,884.02 12,220,691.95 -13.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961,142.53 5,374,968.56 -452.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4 0.0200 -4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4 0.0200 -4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1.46%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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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721,687.47 1,138,495,537.52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7,121,370.86 880,710,870.48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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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81,188.46 主要系疫情捐赠现金及物资

减：所得税影响额 -955,643.25

合计 -4,126,38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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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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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08% 111,431,281 0

质押 111,431,281

冻结 101,301,165

王安全 境内自然人 5.00% 30,818,113 0 质押 30,800,000

丁书干 境内自然人 1.39% 8,580,000 0

赵顺斌 境内自然人 1.34% 8,237,460 0

林洁君 境内自然人 0.96% 5,929,000 0

黄益中 境内自然人 0.89% 5,500,000 0

曹立恒 境内自然人 0.78% 4,800,000 0

姚旭 境内自然人 0.63% 3,875,100 0

余浩鑫 境内自然人 0.62% 3,800,000 0

黄江华 境内自然人 0.48% 2,98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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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1,431,281 人民币普通股 111,431,281

王安全 30,818,113 人民币普通股 30,818,113

丁书干 8,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80,000

赵顺斌 8,237,460 人民币普通股 8,237,460

林洁君 5,9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29,000

黄益中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曹立恒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姚旭 3,875,100 人民币普通股 3,875,100

余浩鑫 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

黄江华 2,987,088 人民币普通股 2,987,0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安全于2020年3月8日签署《授权委托书》，根据《关于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王安全持有的公司30,818,113股股份作为交易标的应

当转让至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因该股权尚处于办理转让中，王安全不可

撤销的授权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办理转让期间代为行使股东权利直至办理

转让完成。 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 上述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丁书干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580,000�股。

赵顺斌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131,960�股。

林洁君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929,000�股。

曹立恒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800,000�股。

姚旭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875,100�股。

余浩鑫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800,000�股。

黄江华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978,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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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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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08.11万元，主要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发生后，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疫情防控

捐款捐物， 本报告期公司及各子公司向政府、 社区、 社会团体捐款捐物共计

507.75万元；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赤字1,896.11万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2,433.61万元， 主要系①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销售规

模下降使得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1,123.99万元； ②本报告

期华神钢构在建项目投入增加使得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1,267.18万元；

3、截止2020年3月31日，受到限制的货币资金明细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

诉讼冻结资金 226,983.21

商务卡保证金 346,900.00

保函保证金 885,376.20

合计 1,459,25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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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5日，甲方（成都远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星慧酒店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和黄明良）与乙方（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华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王安全和王仁果）签订《关于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甲方以12亿元人民币受让乙方持有的标的股份。 本次

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由王仁果、张碧华夫妇变更为黄明良、

欧阳萍夫妇。 2020年4月14日，公司披露《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完成登记备案

的公告》。

2、2018年3月27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钢构公司

向PPP项目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同意钢构公司对南充十七冶江东标美建设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投资项目资本金8009.754万元， 占拟增加投资项目资

本金总额的85%。 截至本报告期末，钢构公司已增加投资项目资本金2002.99

万元，收回本金70.82万元，取得投资收益155.39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实际控制人变更 2020年04月14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orgId=gssz0000790&st

ockCode=000790&announcementId

=1207490390&announcementTime

=202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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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31日 书面问询 个人

报告期内回复投资者互动易问询数

十条，多为投资者问询生产经营等情

况。

2020年03月3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报告期内接听投资者电话数十次，多

为投资者问询生产经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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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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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奉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樊西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刘永霞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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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03,189,802 52,785,301,395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349,890,979 30,357,380,875 3.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57,946,453 765,721,837 -27.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888,991,417 3,139,039,296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92,582,151 978,338,636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43,565,437 926,324,260 1.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17 3.56 减少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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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632,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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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6,7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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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1,461,000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522,092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791 /

所得税影响额 -16,345,502 /

合计 49,016,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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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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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 3,522,179,000 54.26 3,522,179,00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

限公司

1,098,780,930 16.93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015,520,000 15.6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司 112,000,000 1.7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96,000,000 1.48 0 无 国有法人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96,000,000 1.4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光大控股（青岛）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48,000,000 0.7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00 0.74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中证国企一带一

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2,379,700 0.19 0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467,551 0.18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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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098,780,930

境外上市外资

股

1,098,780,930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1,015,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5,520,000

码来仓储（深圳）有限公司 1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000,000

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 9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000

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9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000

光大控股（青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证国企一

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3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79,7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企一带一路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467,551 人民币普通股 11,467,5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494,463 人民币普通股 8,494,4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中海码头

发展有限公司均受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除此之外，本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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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注：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为代表多个客户持

有。

2.�截止报告期末，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通过信托持有本

公司H股13,739,000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0.21%，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

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3.�截止报告期末，中远海运港口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173,313,

000股，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2.67%，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中远海运港口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中海码头发

展有限公司、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青岛）有限公司均受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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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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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奉利

日期 2020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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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庆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庆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胜

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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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69,

506.31

380,492,

576.49

-5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1,396,

726.37

275,558,

328.88

-5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0,896,

296.08

263,255,

712.30

-5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76,038,

582.10

337,886,

542.65

455.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72 0.2651 -59.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72 0.2651 -59.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4.19% 下降2.6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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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0,219,

013.71

11,800,822,

801.32

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48,708,

503.82

7,238,939,

534.78

1.52%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039,516,99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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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6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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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322.15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04,96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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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000.0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3,210.37 --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6,302.12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合计 500,43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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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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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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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1%

434,671,

714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

259,879,

247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01%

31,291,

633

袁仰龙 境内自然人 0.88% 9,178,945

孔凡强 境内自然人 0.83% 8,625,969

张建强 境内自然人 0.47% 4,934,800

叶冠军 境内自然人 0.42% 4,368,589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中证红利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31% 3,262,283

刘巧华 境内自然人 0.26% 2,700,000 质押 2,700,000

珠海中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24% 2,482,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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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4,671,714 人民币普通股 434,671,714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259,879,247 人民币普通股 259,879,247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31,291,633 人民币普通股 31,291,633

袁仰龙 9,178,945 人民币普通股 9,178,945

孔凡强 8,625,969 人民币普通股 8,625,969

张建强 4,934,800 人民币普通股 4,934,800

叶冠军 4,368,589 人民币普通股 4,368,589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

3,262,283 人民币普通股 3,262,283

刘巧华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珠海中正投资有限公司 2,482,980 人民币普通股 2,482,9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福民集团公

司、福民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即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自然人股东袁仰龙，通过光大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9,178,945股；自然人股东孔凡强，通过申万宏

源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175,969

股；自然人股东张建强，通过国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105,200股；自然人股东叶冠军，通过光

大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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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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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122,159,

732.81

2,353,326,

561.20

75.16% 报告期经营性现金流出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509,823,152.58 960,290,523.96 -46.91%

报告期于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融资租赁款

及商业保理款减少所致。

长期应收款

1,602,365,

524.45

2,931,581,

466.85

-45.34%

报告期一年以上到期的应收商业保理款

减少所致。

无形资产 768,030,132.20 610,751,228.61 25.75%

报告期对轨道一号线项目的工程建设投

入，形成的特许经营权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547,900,000.00

688,400,

000.00

-20.41% 报告期归还了部分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142,610,277.56

346,205,

689.20

-58.81% 报告期支付了部分应付工程款所致。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64,069,506.31

380,492,

576.49

-56.88%

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免收通行费

政策影响，通行费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8,603,865.84 74,989,829.75 -21.85%

报告期被投资单位广东虎门大桥有限公

司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免收通行费政策

影响，经营业绩同比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 -19,324,551.07 -6,001,821.91 -221.98%

报告期借款减少，利息支出减少，同时存

量资金增加，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76,038,

582.10

337,886,542.65 455.23%

报告期收回的商业保理、融资租赁项目本

金较上期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23,148,

875.49

-8,583,352.45 -4829.88%

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支付的

现金较上期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15,939,743.36 331,284,543.15 -4.63%

报告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1,768,833,

171.61

660,580,

740.46

167.77%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增加

额远大于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净流入减少额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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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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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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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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