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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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冠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永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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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3,884,453.78 4,738,159,842.59 -2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33,823.62 160,332,658.01 -9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875,412.13 142,148,585.60 -9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240,324.68 164,674,814.81 -53.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6 0.0492 -9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6 0.0492 -9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0% 1.31% 下降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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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8,247,587.90 30,483,534,576.65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542,048,887.80 14,626,764,265.38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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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868.7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266,0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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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9,970.3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915,879.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056.7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851.9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92,448.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39,981.70

合计 12,258,41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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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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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84% 2,014,618,934 0

华安未来资产－工

商银行－传化集团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14% 69,703,554 0

长城嘉信资产－宁

波银行－王宝军

其他 2.14% 69,686,411 0

长安财富－广发银

行－长安资产·传化

物流股权投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96% 63,931,922 0

徐冠巨 境内自然人 1.95% 63,565,126 47,673,844

上海国泰君安君彤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上海君彤璟联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85% 60,153,989 0

上海陆家嘴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36,915,907 0

徐观宝 境内自然人 1.12% 36,630,754 27,473,065

魏国华 境内自然人 0.93% 30,383,2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74% 24,05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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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2,014,618,934 人民币普通股 2,014,618,934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69,703,554 人民币普通股 69,703,554

长城嘉信资产－宁波银行－王宝军 69,686,411 人民币普通股 69,686,411

长安财富－广发银行－长安资产·传化物流

股权投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63,931,922 人民币普通股 63,931,922

上海国泰君安君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君彤璟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153,989 人民币普通股 60,153,989

上海陆家嘴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6,915,907 人民币普通股 36,915,907

魏国华 30,3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0,383,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051,327 人民币普通股 24,051,327

杭州金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304,568 人民币普通股 20,304,568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304,568 人民币普通股 20,304,5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徐冠巨、徐观宝为传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传化集团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为公司员工资管计划，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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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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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2,976,564.40 20,287,059.46 62.55% 主要系经营活动收到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695,159,017.15 1,233,550,651.43 37.42%

主要系公司化工业务销售政策引起， 年底时大力催收货款，应

收账款处于低位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696,488,418.05 1,234,143,564.56 -43.57%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支付和到期托收所致。

在建工程 1,354,760,051.16 1,015,452,606.39 33.41%

主要系公路港工程及印染助剂项目工程持续投入，尚未完工结

转所致。

短期借款 4,073,185,128.78 2,640,335,268.83 54.27% 主要系应经营需要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53,470,761.57 168,476,013.63 50.45% 主要系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43,744,174.21 801,384,354.13 -82.06% 主要系公司本期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部分预收账款调整至合

同负债科目核算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8,124,429.90 380,144,713.26 -55.77% 主要系支付上年末计提年终奖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32,098,884.20 267,974,144.19 285.15% 主要系“18传化01”公司债重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85,963,770.75 523,389,150.94 -83.58% 主要系偿还5亿元短期应付债券所致。

长期借款 2,191,098,313.77 1,484,781,483.24 47.57% 主要系应经营需要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1,979,048,025.23 3,096,604,052.48 -36.09% 主要系“18传化01”公司债回售及重分类影响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 93,068,836.13 -100.00% 主要系并入营业收入列报所致。

财务费用 71,647,605.66 113,339,009.56 -36.78%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票据贴现利息变更至投资收益科

目核算及本期利息费用资本化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51,417,459.30 269,739,417.63 -80.94%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公司结算经营补助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6,797,498.39 - -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坏账损失从资产减值损失列报至

信用减值损失科目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846,464.13 89,562,740.45 -82.31% 主要系利润下降计提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6,240,324.68 164,674,814.81 -53.70%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公司收到经营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2,387,867.40 117,964,763.30 -64.07% 主要系收回投资现金流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75,338,234.86 3,085,740,475.65 -42.47% 主要系公司归还到期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26,757,628.92 122,030,505.08 741.39% 主要系公司归还到期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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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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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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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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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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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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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20年01月20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20年02月2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20年03月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20年03月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传化智联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冠巨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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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融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蔺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景雨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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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999,120.05 531,485,114.95 -2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63,290.95 -40,194,996.63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6,388,748.66 -43,222,989.4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8,327,324.34 185,063,836.02 -18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1 -0.0367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1 -0.036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3.57%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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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9,533,569.17 5,469,969,060.58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6,161,751.23 1,312,599,304.09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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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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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85,131.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4,428.3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7,325.80

合计 124,452,039.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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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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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如 境内自然人 22.50% 257,564,860 193,173,645

质押 241,584,997

冻结 257,564,860

珠海植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4% 110,318,988

珠海植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12% 92,976,809

陈融圣 境内自然人 5.36% 61,329,099 45,996,824 质押 61,140,000

蔡小文 境内自然人 3.69% 42,281,600

方江涛 境内自然人 1.94% 22,200,000 10,000,000

吴彬彬 境内自然人 1.80% 20,570,000 47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其他 1.04% 11,955,497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89% 10,213,657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保

险产品

其他 0.81% 9,28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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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0,318,988 人民币普通股 110,318,988

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2,976,809 人民币普通股 92,976,809

蔡小如 64,391,215 人民币普通股 64,391,215

蔡小文 42,281,6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81,600

吴彬彬 20,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00,000

陈融圣 15,332,275 人民币普通股 15,332,275

方江涛 1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00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

品

11,955,497 人民币普通股 11,955,497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

工持股计划

10,213,657 人民币普通股 10,213,657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

品

9,280,400 人民币普通股 9,28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蔡小如先生与蔡小文女士为姐弟关系，两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的关系;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珠海植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同一自然人实际控制，为一致行动人；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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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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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

货币资金 287,808,171.49 428,821,556.14 -32.88% 主要是偿还较多借款所致。

预付款项 206,553,840.74 70,859,272.54 191.50% 主要是预付部分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443,005,098.85 646,039,255.38 -31.43% 主要是本期收回部分润兴租赁股权转让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0,271,326.68 18,670,122.84 -44.99%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8,930,580.65 15,442,029.72 -42.17% 主要是本期缴纳上期应交税费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重大变动说明

管理费用 59,911,224.50 41,992,451.56 42.67%

主要是在授予日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提相关费

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4,185,131.53 0.00 - 主要是公司所持新媒股份股票增值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重大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327,324.34 185,063,836.02 -- 主要是支付部分货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853,296.52 -1,762,378.19 -- 主要是收回润兴租赁股权转让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828,364.38 -41,866,259.88 -- 主要是偿还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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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后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19

年3月1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后已办理完毕润兴租赁股权出售的工商变更手续。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的议案》，公

司与珠海晟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晟则” ）签订关于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润兴租赁”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就珠海晟则剩余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达成一致意

见。 本补充协议的签署公司将比原计划延期收回润兴租赁股权转让款，公司将敦促珠海晟则按约定履

行付款承诺， 切实履行后续的付款义务。 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02）。

（2）公司于2019年11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73、

2019-074）。

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州达华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9年11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

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4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92、2019-093）。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2020年1月14日，股票

期权登记数量：1,084.5万份；期权简称：达华JLC1；期权代码：037846，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5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上市日期： 2020年1月20日，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4,932.3� 万份，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17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就润兴租赁股权转让款事宜，签订重大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2020年01月03日 2020-002

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

2020年01月15日 2020-003

2020年01月20日 20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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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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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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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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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润兴转让的情况

2020年01月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权激励的情况

2020年01月2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情况

2020年01月3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年度业绩修正情况

2020年02月1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防疫情况及疫情对经营的影响

2020年03月0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防疫措施及疫情对经营的影响

2020年03月19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年报是否如期披露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融圣

二O二O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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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熊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广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姜广威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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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17,339.32 223,740,157.18 -5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467,657.08 -61,688,795.50 -1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8,491,249.18 -57,549,131.56 -1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09,160.87 -17,916,334.55 6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9% -7.31%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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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073,923.03 4,506,943,168.79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41,597,185.57 610,064,842.65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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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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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36.5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19.60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64.04

合计 23,59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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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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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信投资控股 （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6% 100,000,000 0 冻结 100,000,000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6,660,000 0

乔宏 境内自然人 0.67% 2,381,333 0

张伟萍 境内自然人 0.61% 2,177,570 0

陈秋萍 境内自然人 0.41% 1,464,600 0

谭俊霞 境内自然人 0.40% 1,412,120 0

李刚 境内自然人 0.30% 1,080,484 0

薛锋 境内自然人 0.29% 1,040,000 0

阮晓明 境内自然人 0.29% 1,020,872 0

韩革平 境内自然人 0.28% 98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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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6,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60,000

乔宏 2,381,333 人民币普通股 2,381,333

张伟萍 2,177,570 人民币普通股 2,177,570

陈秋萍 1,46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4,600

谭俊霞 1,412,120 人民币普通股 1,412,120

李刚 1,080,484 人民币普通股 1,080,484

薛锋 1,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000

阮晓明 1,020,872 人民币普通股 1,020,872

韩革平 9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98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公司股东陈秋萍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志祥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陈秋萍为陈志祥之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控股股东

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前10名股东及其他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与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A股股东张伟萍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1,978,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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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53.60%，主要为公司商业门店销售受疫情影响，销售

收入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39.97%，主要为营业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同比减少33.99%，主要为受疫情影响，导致本期销售费用减少

所致。

管理费用同比减少24.03%， 主要为本期发放的工资及年终奖金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77.16%，主要为上期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并将其

转入持有代售并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本期无发生所致。

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40.45%， 主要为本期收到稳岗补贴同比减少所致

致。

预付账款比期初减少62.48%，主要为本期预付电费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87.44%，主要为公司所属商业分公司上年末计

提年终奖本期发放所致。

应付利息比期初增加81.46%，主要为公司所属子公司逾期未支付的贷款

利息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62.55%， 主要为公司销售收入、

采购支出及费用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26.37%，主要为受疫情影响，本

期与金融机构达成一致，合规延期偿还金融机构借款本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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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控股股东控股权转让

2020年1月8日，公司控股股东武信投资控股与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了《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大

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100,000,

000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06%） 以3.60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武汉开

投，合计转让价款为360,000,000元。 如上述股份转让实施完成，公司的控股

股东将变更为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武汉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控股股东股份冻结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案， 将公司控股股东武信投资控股起

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目前该诉讼事项尚未了结， 双方亦暂未能达成一

致， 故友谊集团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武信投资控股所持公司100,

000,0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06%）股份进行了冻结。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控股股东控股权转让 2020年01月0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

2020-001

控股股东股份冻结 2020年01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

20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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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熊强

2020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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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舸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朝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艳君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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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470,921.65 1,612,828,171.73 -2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659,163.45 35,501,664.59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6,126,871.01 50,586,812.77 -28.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0,948,106.60 919,579,619.58 -35.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1.0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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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0,678,041.87 10,521,029,238.76 -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84,585,184.67 3,711,591,728.97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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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6,8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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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178.5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6,528.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4,504.86

合计 -1,467,70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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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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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市工商产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63% 196,444,902 质押 98,220,000

深圳抱朴容易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抱

朴容易7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1% 4,899,066

刘昌 境内自然人 0.60% 4,800,52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3,979,900

陈泽鹏 境内自然人 0.48% 3,816,877

潘元庆 境内自然人 0.39% 3,097,900

王崇杰 境内自然人 0.38% 3,039,010

吴少东 境内自然人 0.35% 2,821,500

张军 境内自然人 0.33% 2,600,000

万沛中 境内自然人 0.29% 2,28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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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6,444,902 人民币普通股 196,444,902

深圳抱朴容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抱朴容

易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899,066 人民币普通股 4,899,066

刘昌 4,800,529 人民币普通股 4,800,52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9,900

陈泽鹏 3,816,877 人民币普通股 3,816,877

潘元庆 3,097,900 人民币普通股 3,097,900

王崇杰 3,039,010 人民币普通股 3,039,010

吴少东 2,82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1,500

张军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万沛中 2,280,163 人民币普通股 2,280,1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了解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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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上述前10名股东中，刘昌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4,744,600股；陈泽鹏通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3,777,777股；王崇杰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3,039,010股； 潘元庆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2,

607,900股；张军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2,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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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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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138,593,411.71元，增加384.59%，主要原因是预付的材料款及设备款增

加。

2、无形资产较期初增加112,616,066.29元，增加50.35%，主要原因是越南项目取得土地证，增加无

形资产。

3、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56,434,658.12元，减少33.35%，主要原因是越南项目取得土地证，

由其他非流动资产转入无形资产。

4、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48,388,454.88元，增加31.37%，主要是收到客户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37,325,619.78元，减少36.20%，主要原因是向员工支付上年年终奖励。

6、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34,220,695.14元，增加82.23%，主要原因是代收的老厂土壤治理款项尚

未支付。

7、递延收益较期初增加13,487,392.96元，增加290.89%，主要是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8、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7,258,255.66元，减少46.24%，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期投入

减少。

9、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731,140.00元，增加83.82%，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

期增加。

10、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12,198,901.96元，减少78.52%，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支付海关罚

款。

11、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较上年同期减少22,911,135.00元，减少165.25%，主要原因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较上年同期下降。

12、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10,689.76元，增加65.67%，主要原因是美元汇率变动

使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加大。

13、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45,059,703.63元，增加365.91%，主要是上交增值税及其附加

税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4、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8,916,765.32元，减少35.80%，主要原因

是支付的相关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15、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932,000,000.00元，上年同期数为0，主要原因是本期

收回结构性存款增加。

16、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44,169,212.21元，增加1196.65%，主要是

代收的老厂土壤治理款项。

1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94,962,877.95元，增加

118.57%，主要原因是扎佐全钢三期项目和越南项目投资款增加。

18、投资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282,000,000.00元，上年同期数为0，主要是本期结构性

存款增加所致。

19、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841,510.04元，增加501.42%，主要是美元汇率变

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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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展情况：2020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

书，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于2020年2月10日完成授予登记，并于2020年2月11日上市。 实际授予

444名激励对象2,212.50万股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

对公司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骨干（含控股子公司），授予股份占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

本总额77,546.43万股的2.85%，授予价格为每股2.15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根据云岩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1日下达的云

府发[2019]122号《房屋征收决定》，因在贵阳市

云岩区实施云储-2019N-02号地块土地一级开

发项目， 需对建设规划用地范围内房屋进行征

收，涉及公司百花大道41号、金关路除2016年3

月因实施1#路建设已征收部分外的全部生产用

房及子公司贵州大力士轮胎有限责任公司的全

部生产用房。

2019年09月1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签订〈房屋征收货

币补偿协议〉的公告》

2019年10月1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房屋征收货币补偿

的进展公告》

2019年12月0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云岩区征收局

〈关于未能及时支付征收补偿款的情况说明〉的公告》

2019年12月2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签订〈一期房屋征

收货币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轮胎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起诉普惠國際貿易（香港）有限公司、重庆商社

化工有限公司向其支付货款案

2019年11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

讼的公告》

2019年1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诉

讼财产保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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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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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黄舸舸

二O二O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10� � � � � � � � �证券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0-033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12� � �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20-022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79�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友谊 公告编号：2020-024

大连友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0-023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