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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31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

2020-051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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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雷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齐书勇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廖会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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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74,577,838.11 2,765,688,909.09 -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57,982,414.65 2,222,791,638.66 6.0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9,599,481.19 -4.70% 964,411,538.72 -2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475,154.41 -286.24% 134,642,091.74 11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5,628,667.98 -371.40% 19,897,596.14 -67.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014,418.65 -24.28% 46,218,658.41 13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9 -285.82% 0.1373 118.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9 -285.82% 0.1373 11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1.68% 5.88%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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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26,155.51

主要系子公司政策性搬迁按进度确

认的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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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374.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167,404.62

主要系子公司政策性搬迁补偿金及

搬迁奖励款。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0,208,293.95 主要系子公司搬迁清算存货盘盈。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71,715.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2,018.16

合计 114,744,49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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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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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稀土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3.98% 235,228,660 0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6.10% 157,924,751 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6% 22,152,394 0

万忠波 境内自然人 1.28% 12,569,2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6% 9,457,4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华内

需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92% 9,000,000 0

常清 境内自然人 0.46% 4,543,442 0

金鹏期货经纪有限

公司

其他 0.38% 3,733,2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0.38% 3,731,306 0

杨风英 境内自然人 0.37% 3,6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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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235,228,660 人民币普通股 235,228,660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157,924,751 人民币普通股 157,924,751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152,394 人民币普通股 22,152,394

万忠波 12,56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69,2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457,400 人民币普通股 9,457,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内需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常清 4,543,442 人民币普通股 4,543,442

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3,73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733,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31,306 人民币普通股 3,731,306

杨风英 3,60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五

矿集团有限公司。 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除与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之外的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万忠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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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司股

票12,56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杨风英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65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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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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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变动较大的项目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9,169,122.50 236,035,800.00 -91.88% 系公司前期货款到期结算。

应收款项融资 301,792,447.31 72,302,849.43 317.40% 系票据结算业务增加。

预付款项 69,579,083.74 42,646,627.30 63.15% 系公司预付采购商品款增加。

固定资产 76,644,043.33 107,526,753.37 -28.72% 系子公司因政策性搬迁处置资产。

短期借款 79,142,825.54 224,916,663.82 -64.81% 系公司偿还部分借款金额。

应付账款 2,452,060.84 117,727,041.40 -97.92% 系公司结清前期货款。

（2）利润表变动较大的项目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64,411,538.72 1,293,921,498.28 -25.47%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游需求减少。

营业成本 815,601,840.87 1,181,818,156.88 -30.99%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游需求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7,480,566.07 3,292,309.29 127.21% 子公司政策性搬迁处置各项存货致税金增加。

销售费用 2,234,260.05 4,877,062.10 -54.19% 本期销量减少及将运输费按性质调入合同履约成本。

管理费用 1,366,648.82 37,642,367.93 -96.37% 子公司搬迁清算存货盘盈。

财务费用 3,036,468.86 4,699,148.61 -35.38% 本期终止确认票据贴现息调整及贴现利息支出减少。

其他收益 1,884,339.53 793,650.10 137.43%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970,306.25 1,284,734.56 -253.36% 主要系受本期终止确认票据贴现息调整较大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565,202.59 3,994,009.71 -114.15%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款项信用减值准备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51,873,226.66 -2,944,570.42 -1661.66% 主要系本期稀土产品价格下跌，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70,525,509.17 166,858.60 42166.63% 主要系子公司因政策性搬迁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25,489,402.16 3,808,971.08 569.19% 主要系子公司政策性搬迁补偿金及搬迁奖励款。

所得税费用 23,062,713.71 -9,547,451.98 341.56% 利润增加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5,739,796.40 2,739,278.96 109.54%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广州建丰利润增加。

（3）现金流量表变动较大的项目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218,658.41 -152,204,615.75 130.3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908,516.92 -21,324,460.04 357.4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较上年

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0,512,728.73 209,054,692.77 -143.3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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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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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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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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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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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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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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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1月01日

-2020年9月30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

公司经营业绩情

况； 股东人数情

况；产品价格走势

及对公司影响；探

转采进展等。

无

2020年05月21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天风证券王小芃、

西南证券刘岗、山

合投资王兆成

营业收入与存货

情况；五矿江华稀

土进展；赣县红金

清算关闭安排；稀

土产品价格走势

等。

公告名称：2020年5月2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2020年06月02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商力、伯

驹投资赖正健、蔡

晓东、范荣、李杰

公司原料库存与

供应情况；探转采

进展等。

公告名称：2020年6月2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2020年09月04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伯驹投资赖正健、

贵源投资纵华雷、

鸿腾资产廖荣富、

红沣资产蒲诚、阳

诚斌、李京杰

公司经营情况；五

矿江华稀土进展；

年中分红情况等。

公告名称：2020年9月4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董事长：刘雷云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三日

公司代码：

600351

公司简称：亚宝药业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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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任武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左哲峰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左哲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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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9,641,828.49 4,312,637,739.22 -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765,407,192.15 2,688,967,594.50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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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44,718.83 218,797,638.56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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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474,001.29 2,326,217,698.89 -2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1,891,051.07 226,604,163.71 -5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8,809,324.24 214,188,470.12 -67.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7 7.76 减少4.4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93 0.2942 -59.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93 0.2942 -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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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40.98 2,388,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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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2,549.10 18,459,452.7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

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8,328.43 22,2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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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0.98 2,186,238.7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

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转回

1,017,246.37 2,675,67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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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216.94 849,1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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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502.30 -907,186.49

所得税影响额 -250,879.58 -2,592,317.27

合计 9,067,110.92 23,081,7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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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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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23,095,629 15.99 0 质押 75,587,80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广东晋亚纾困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3,000,000 8.18 0 无 0 其他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33,541,756 4.36 0 无 0 国有法人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3,000,000 1.6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2,842,300 1.67 0 无 0 其他

大同中药厂 6,220,000 0.81 0 无 0 未知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

有限公司

6,000,000 0.78 0 无 0 国有法人

新余市合盛锦禾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740,409 0.75 0 无 0 其他

王敏奎 5,303,941 0.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晶 3,385,678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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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3,095,629 人民币普通股 123,095,629

广东晋亚纾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6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541,756 人民币普通股 33,541,756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84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42,300

大同中药厂 6,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0,000

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新余市合盛锦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5,740,409 人民币普通股 5,740,409

王敏奎 5,303,941 人民币普通股 5,303,941

李晶 3,385,678 人民币普通股 3,385,6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山西亚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晋亚纾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

动人；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和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有

限公司为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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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科目 本报告期末数 上年度期末数 变动比例（%）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613,729.18 - 不适用

本期子公司北京亚

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购买交易性金融

资产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149,401,676.16 319,895,347.80 -53.30

本期公司收到的银

行承兑汇票减少。

预付账款 85,678,041.99 42,064,911.45 103.68

主要原因系公司预

付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58,293,094.13 33,906,987.79 71.92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

司支付的业务保证

金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6,464,604.06 34,464,604.06 92.85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

司投资成都杨天万

应制药有限公司和

山西药茶产业联盟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在建工程 56,451,651.59 28,857,921.74 95.62

主要原因系本期国

际化原料药多功能

生产线建设项目支

出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1,329,079.16 2,052,528.04 -35.25

主要原因系公司摊

销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997,569.72 44,085,527.90 -45.57

主要原因系公司收

到预付款设备，转入

在建工程。

预收款项 - 89,939,956.07 -100.00

适用新收入准则，该

准则范围内预收款

项列示为合同负债

和应交税费。

合同负债 30,648,710.76 - 不适用

适用新收入准则，该

准则范围内预收款

项列示为合同负债

和应交税费。受疫情

影响， 预收货款减

少。

应交税费 31,742,912.35 79,554,600.54 -60.10

主要原因系公司缴

纳去年年末的增值

税和所得税。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673,394.26 176,067.34 2554.32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34,667,039.56 - 不适用

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将预提的商业折

扣由其他应付款项

目转入。

合并利润表科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原因

财务费用 25,336,838.61 38,014,602.13 -33.35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

司贷款规模、贷款利

率下降导致利息支

出减少，及本期贴息

费用减少。

其他收益 18,459,452.74 14,115,877.22 30.77

主要原因系结转的

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

222,241.47 -4,992,753.42 -104.45

主要原因系本期参

股公司损益变动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

列）

-291,445.66 200,676.40 -245.23

本期子公司北京亚

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2,505,279.23 414,356.52 504.62

本期子公司山西亚

宝医药物流配送有

限公司处置无形资

产收益影响。

营业外收入 2,987,721.49 2,218,346.91 34.68

本期公司将长期挂

账，无法支付款项转

入。

所得税费用 16,781,552.32 32,042,049.72 -47.63

本期公司利润总额

下降所致。

净利润 90,018,838.21 225,038,380.25 -60.00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

司营业收入下降所

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1,891,051.07 226,604,163.71 -59.45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

司营业收入下降所

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0,562,874.59 -129,669,034.38 不适用

本期购买参股公司

股权支付款项同比

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9,389,708.17 -134,445,596.95 不适用

本期银行净借款和

股利分配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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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武贤

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809

证券简称：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2020-037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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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隋景宝、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洪海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崔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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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736,720,871.12 5,638,870,557.66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47,575,624.63 3,116,394,279.92 -2.2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58,585.59 -91.10% 17,461,101.10 -7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279,454.78 -322.28% -68,818,655.29 -3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923,874.29 -359.75% -76,116,281.91 -48.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4,286,710.19 26.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 -330.00% -0.083 -35.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 -330.00% -0.083 -35.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54% -2.23%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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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7,1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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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503.06

合计 7,297,626.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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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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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岭财政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29% 282,857,500 0 质押 50,000,00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其他 4.18% 34,455,676 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1.10% 9,100,000 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其他 0.81% 6,664,266 0

陈坚 境内自然人 0.81% 6,659,600 0

刘柏权 境内自然人 0.55% 4,511,968 0 质押 4,511,968

胡祖平 境内自然人 0.53% 4,392,500 0

#周明 境内自然人 0.52% 4,272,200 0

郝军扬 境内自然人 0.52% 4,254,100 0

程洪亮 境内自然人 0.50% 4,1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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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岭财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82,85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857,50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34,455,676 人民币普通股 34,455,676

张素芬 9,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0,00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6,664,266 人民币普通股 6,664,266

陈坚 6,659,600 人民币普通股 6,659,600

刘柏权 4,511,968 人民币普通股 4,511,968

胡祖平 4,3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4,392,500

#周明 4,272,2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2,200

郝军扬 4,254,1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4,100

程洪亮 4,133,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3,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铁岭财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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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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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100,007,194.00 15,303,374.71 553.50% 本报告期收回湿地治理款项所致

预付款项 48,008,018.63 2,785,985.42 1623.20% 子公司预付采购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 100,909,965.43 -100.00% 收回湿地治理款项所致

预收款项 12,183,470.27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列示在合同负债

长期借款 443,130,000.00 165,000,000.00 168.56% 长期借款展期所致

项目

本期

（2020年1-9月）

上年同期

（2019年1-9月）

同比增减 变动说明

营业收入 17,461,101.10 77,724,540.01 -77.53% 本报告期未出让土地所致

营业成本 19,937,268.57 63,509,074.67 -68.61% 上年同期出让土地结转土地一级开发成本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 1,512,216.33 -100.00% 上年同期处置资产所致

净利润 -68,818,655.29 -50,785,500.10 -35.51% 本报告期未实现土地出让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97,838,433.45 57,042,927.22 71.52% 子公司预付采购款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549,229.23 66,027,167.15 -91.60% 上年同期归还往来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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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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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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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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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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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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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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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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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签字）：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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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铁岭新城 公告编号：

2020-035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10月12日，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电话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

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隋景

宝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0-037）及在巨潮资讯

网登载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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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新城投资控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10月12日，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监事会以电话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世

范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0-037）及在巨潮资讯

网登载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监事会对2020年第三季度

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铁岭新城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