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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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秦志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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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1,716,729.29 5,283,219,785.78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1,410,104.05 2,228,776,090.81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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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514,

692.74

26.26%

5,204,169,

149.40

2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213,756.59 324.87% 570,589,506.80 38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2,661,540.54 575.88% 396,863,092.73 357.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2,543,822.38 110.09% 958,308,953.65 630.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275.00% 0.71 37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400.00% 0.71 37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9% 3.08% 22.89%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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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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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03,513.5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370,770.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66,947.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8,713,618.8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587,225.54

合计 173,726,41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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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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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南 境内自然人 9.97% 79,706,590 59,340,000

陈希 境内自然人 9.90% 79,120,000 59,340,000

陈泽民 境内自然人 9.29% 74,237,589 67,826,400 质押 21,000,000

EAST�JOY�ASIA�LIMITED 境外法人 9.01% 72,000,000 0

CHAMP�DAY�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9.01% 72,000,000 0

SUPER�SMART�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9.01% 72,000,000 0

贾岭达 境内自然人 8.61% 68,800,000 51,6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5% 17,193,35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 10,804,04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景

气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10,44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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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JOY�ASIA�LIMITED 7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0

CHAMP�DAY�INVESTMENT�LIMITED 7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0

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 7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0

陈南 20,366,590 人民币普通股 20,366,590

陈希 19,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80,000

贾岭达 1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193,358 人民币普通股 17,193,35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804,043 人民币普通股 10,804,04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景气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449,384 人民币普通股 10,449,38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蓝筹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8,763,277 人民币普通股 8,763,277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陈泽民、陈南、陈希、贾岭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EAST�JOY�ASIA�LIMITED的股

东为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和CHAMP�DAY�INVESTMENT�LIMITED，CHAMP�

DAY�INVESTMENT�LIMITED的股东为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和EAST�JOY�ASIA�

LIMITED，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的股东为贾岭达、陈南、张玲、陈希；陈泽民先生和

贾岭达女士为夫妻关系，陈南先生、陈希先生为陈泽民先生之子，陈南先生和张玲女士为夫妻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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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112.48%，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较好，客户回款增加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 62.16%，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理财业务增加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较期初减少54.23%，主要是报告期客户用票据结算货款减少所致；

4.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 57.62%，主要是报告期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50.05%，主要是是报告期公司扩充产能增加工程投资所致；

6.合同负债较期初减少42.50%，主要是报告期末处于淡季预收经销商客户货款减少所致；

7.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192.18%，主要是报告期利润改善，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8.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增加 37.12%，主要是报告期新增研发设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9.未分配利润较期初增加 45.76%，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较好，留存收益增加所致；

10.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减少123.62%，主要是报告期少数股东股权减少所致；

11.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38.38%，主要是报告期人员薪酬经费增加所致；

12.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72.96%，主要是报告期新产品研发投入规模增加所致；

1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36.04%，主要是报告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14.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27.71%，主要是报告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5.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170.41%，主要是报告期处置资产增加所致；

1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91.94%，主要是报告期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利得增加所致；

1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248.59%，主要是报告期经营利润增加对应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较上年同期增加630.18%，主要是报告期利润增加、应收周转率提升以及同期对原料进行战略储

备基数较低所致；

1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201.37%，主要是报告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及购置部分固定资产设备所致；

2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7.49%，主要是报告期分红金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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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2月2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

让孙公司股权的议案》。 上述股权交易事项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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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陈希、陈南、陈泽

民 、 贾 岭 达 、

CHAMP� DAY�

INVESTMENT�

LIMITED、

EAST� JOY�

ASIA�

LIMITED、

SUPER�

SMART�

HOLDINGS�

LIMITED

关 于 同

业竞争 、

关 联 交

易 、资金

占 用 方

面 的 承

诺

为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同

业竞争，最大限度地维护本

公司的利益，保证本公司的

正常经营，本公司的法人股

东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

份的自然人股东均出具了

《不予竞争承诺函》。 承诺

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本公司相同、 相似的业务，

也不在与本公司有相同、相

似业务的其他企业任职。

2007年 07

月30日

长期

均严格履

行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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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95,000 60,000 0

合计 195,000 6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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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平安基金：李化松；鹏华基金：张华恩、孟博；银华基金：

孙昊天、周晶；交银施罗德基金：张龙；国寿安保基金：王

韫涵；博时基金：宋星琦；国海富兰克林基金：杨富麟；景

林资产：郑卉妤、高翔；千禾资本： 魏维楠；观富资产：王

达；上海磐信投资：张弛；金信基金：许炯东；兴业证券：

廖辰轩；西藏趣合投资：纪双陆；长江证券：万牧原、董思

远；中信证券：厉多伊；兴全基金：王志强；平安基金：区

少萍；方正证券：刘健、刘洁铭；津圆资产：陈志文；南土

资产：范国彬；民生加银基金：李德宝；中金公司：吕若

晨、王亦沁、林婧婷

公司为什么与

7-Eleven合作；

区域便利店业务

是否影响公司在

鲜食供应链方面

的发展； 公司与

便利店合作需要

重新布局生产基

地吗； 鲜食业务

的行业占比有多

大； 如何看待餐

饮的竞争； 公司

将如何改善商超

的净利率； 公司

产品的优势有哪

些； 公司内部机

制有何变化。

详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

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投资

者关系活动

记 录 表 》

（2020-00

1）

2020年02

月02日

公司会议

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安信证券：苏铖、陈卓钰、张杨、徐哲琪；浙商基金：赵舜；

长城基金：余欢；银华基金：孙天昊、张萍；上海睿扬投

资：曲扬、安育廷；上海明和：张桥石；鹏华基金：孟博、马

猛、梁浩、张航；诺安基金：曾广坤；交银施罗德基金：王

少成、张龙、沈楠、张程、周中；华夏基金：钟帅、孙轶佳；

华泰证券：刘鑫；敦和资产：汤晨晨、吴来迪；博时基金：

宋星琦；中银基金：池文丽；国寿养老：徐昊；国寿安保：

王韫涵、李丹；领冀资本：尤家颖；中意资产：臧怡；中科

沃土：游彤煦；中海基金：何文逸；远策投资：刘英杰；永

赢基金：包恺；银河基金：施文琪、杨琪；兴业基金：张诗

悦；鑫元基金：王鹏程；新华基金：张欢；湘财基金：林健

敏、刘争争；仙湖投资：张芸；西南自营：邱思佳；西部利

得：王婧；万家基金：王琴；天弘基金：张靖；太保资产：李

卓；上海益昶资产：杜亮；上海鼎锋资产：田江；睿远基

金：李政隆；人保养老：姜春曦；趣时资产：章秀奇；前海

人寿：冯新月；民生通惠：江博文；理臻投资：张伟；九泰

基金：林柏川；金鹰基金：张展华；嘉实基金：华莎、左勇；

惠正投资：何卫辉；华夏基金：张露；华菁资管：贾星瑞；

华安基金：靳晓婷、李晓铮、王斌；泓嘉基金：魏维南；泓

澄投资：项洪波；红土创新基金：陈方园；国投瑞银：王

宠、吴默村；国泰基金：张响东、智健；光大证券：刘俊光；

大保德信基金：唐钰蔚；高毅资产：程卉超；富国基金：孙

彬、张冰灵、刘莉莉；富安达基金：吴战峰；东方证券：王

焯、陈太中；东方阿尔法：竺艺；德邦证券：王立晟；财通

证券：林伟；财通基金：童若凡；百年保险：李振亚；财通

资管：毕晓静；中信证券：鲍明明；中信产业基金：张弛等

106人

目前疫情对公司

的整体经营影响

如何； 市场需求

和订单情况如

何； 库存及供应

情况如何； 疫情

对公司整体业绩

的影响如何。

详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

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投资

者关系活动

记 录 表 》

（2020-00

2）

2020年04

月29日

公司会议

室

电话沟通 机构

中金公司：吕若晨；中金公司：刘婷；中金公司：钱燕洁；

中金公司：赖庆煊；中金公司：Gu�Danxia；中金公司：林

婧婷；中金公司：王亦沁；中金公司：杨晓丽；中金公司：

周楠；中金公司：薛一萍；朱雀基金：李华文；中庸资本：

石晓群；中银基金：池文丽；中银基金：李健；中银国际证

券：陆莎莎；中意资产：陈佳欢；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张建；中信证券：鲍明明；中信产业基金：张驰；中

泰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朱琳琳；中科沃土基金：刘彤

旭；中金财富：付凯华；中海基金：陈玮；中国人寿保险：

唐莹莹；正向投资：苏铭；征金资本：王平；招商银行：戴

小西；招商基金：何文韬；长城基金：余欢；越球投资：赵

子安；誉衡投资：赵泽坤；裕晋投资：石宁；由榕资产：朱

淑仪；银华基金：孙浩天；奕金安投资：黄亚坤；易安投

资：张贵华；阳光资管：杨恒宜；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嘉琪；鑫元基金：王鹏程；新加坡宁浮投资：吴渊浩；新

成资本：林仁；小鳄资产：孟达；汐泰投资：符献；同方证

券投资部：Jemma；同犇投资：童驯；同犇投资：李盛隆；

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野等156人

公司 2019年 度

及 2020年一 季

度业绩增长的主

要原因是什么；

公司对未来的业

绩预期如何；公

司对原材料成本

上涨的应对措施

是什么； 疫情对

餐饮渠道的影

响；公司和711合

作的进展情况如

何； 公司费用改

善情况如何；疫

情后， 速冻业务

的发展趋 势如

何？ 公司的业绩

是否具有可持续

性。

详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

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投资

者关系活动

记 录 表 》

（2020-00

3）

2020年05

月19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银华基金：王翔；广发证券：王文丹、李钧馨；兴业证券：

寇玉丽；浙商证券：邓晖；安信证券：徐哲琪、李志轩、李

建君；中信证券：顾训丁；申万研究：曹欣之；西部证券：

陈青青；兴业证券：侯战胜；周鋐亮；新时代证券：王萌；

交银施罗德：张龙；中信建投：陈语匆；国金证券：卢周

伟；华创：于芝欢

公司下一步将有

哪些举措； 公司

未来业务将怎样

发展； 公司电商

业务的发展情

况 ； 公 司 和

7-Eleven 合 作

的背景是什么？

目前进展情况如

何； 鲜食业务与

常温业务的区别

是什么； 现在的

竞争格局情况，

公司如何应对市

场竞争。

详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

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投资

者关系活动

记 录 表 》

（2020-00

4）

2020年07

月09日

公司会议

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安信证券：苏铖、徐哲琪；交银施罗德：王少成、张龙；银

河基金：施文琪、杨琪；上投摩根：张文理；长城基金：余

欢；华泰柏瑞基金：王欣然；金鹰基金：孙倩倩；汇添富：

田立；华安基金：王斌、李晓峥；华夏财富：戴勇毅；西部

利得：林静；招商基金：虞秀兰；中银基金：池文丽；天弘

基金：马雪薇、张婧；鹏华基金：梁浩、孟博；银华基金：苏

静然、周书；嘉实基金：华莎；浙商基金：赵舜；中邮基金：

綦征、邵仅伯；长盛基金：何思璇、周思聪；宏利资产：李

文琳；北京志开投资：熊胜江；民生加银：李德宝；中银国

际：陆莎莎、吴文钊、刘航；国元自营：周雷；人保资管：钱

旖昕；上海六禾投资：石嘉婧；益民基金：王聪颖；西藏源

乘投资：张江城；国寿安保：李丹；玖鹏资产：王语加；中

科沃土基金：游彤熙；湘财基金：林健敏；同犇投资：童

驯；方正证券：张立忠、齐可；中信资管：张燕珍、于聪、史

册；中信自营：鲍明明；世诚投资：沙小川；鑫元基金：王

鹏程；幻方量化：幻方量化；睿扬投资：安育廷；平安大

华：何思璇；农银：凌晨；盘京投资：陈静；华菁资管：陈

静；华菁资管：贾星瑞；华融证券：易浩宇；衍航投资：易

同投资：赵迪；磐厚资本：张云；巨杉投资：李晓真；中泰

证券：赵雯；华泰证券：张墨；海通证券：中金公司：王亦

沁；华泰证券资管：冯潇；泓澄投资：项泓波；大家保险：

李超。

公司半年报业绩

预告增长的主要

原因？ 公司对未

来的业绩预期如

何； 公司下一步

的策略； 公司在

餐饮渠道业务方

面的发展情况如

何； 鲜食业务的

行业趋势如何？

公司在鲜食业务

方面的发展情况

如何； 公司电商

业务的发展情

况； 公司如何应

对成本波动风

险； 公司在人才

培养方面做了哪

些工作。

详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

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投资

者关系活动

记 录 表 》

（2020-00

5）

2020年08

月20日

上海 实地调研 机构

安信证券：苏铖；安信证券：徐哲琪；华泰证券：张墨；广

发证券：王文丹；广发证券：李钧馨；国金证券：卢周伟；

国金证券：刘宸倩；中泰证券：赵雯；中金公司：王亦沁；

东吴证券：宗旭豪；华创证券：于芝欢；华创证券：董广

阳；华安证券：文献；新时代证券：王萌；新时代证券：张

向伟；开源证券：张宇光；海通证券：程碧升；中信证券：

薛缘；中信证券：顾训丁；方正证券：刘洁铭；方正证券：

薛玉虎；西部证券：谢知霖；国泰君安：李梓语；东北证

券：吴兆峰；东北证券：李强；华金证券：王颖洁；中信建

投证券：陈语匆；中信建投证券：周金菲；同犇投资：童

驯；南方基金：王峥娇；中银基金：池文丽；睿亿投资：王

慧林；明河投资：张桥石；富国基金：肖威兵；华安基金：

李晓峥；国元证券：彭俊霖；兴全基金：陈宇；朱雀基金：

郑路；朱雀基金：李晴；交银基金：张龙；交银基金：王少

成；华安基金：杨明；华安基金：王文武；农银汇理：凌晨；

富国基金：王园园；朱雀基金：赵耀。

请介绍一下公司

上半年业绩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什

么； 公司今年的

规划如何； 公司

将如何围绕场景

加大产品的开发

与推广； 公司对

于涮烤会的布局

规划是怎样的；

公司电商业务目

前进展如何。

详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

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投资

者关系活动

记 录 表 》

（2020-00

6）

2020年09

月01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顾训丁、蒋祎；鹏华基金：孟博；中信保成基

金：管嘉琪；盈峰资本：盘世雄；汇添富基金：陈潇扬；正

心谷创新资本：李安宁；朱雀投资：李晴；东方资管：谢文

超、周杨；长盛基金：何思璇；长金投资：陈嘉琪；中金资

管：钱頔玥；清和泉资本：帅也；千合资本：魏维楠；中信

资管：罗翔、史册；润晖投资：王伟；人保资产：郁琦、钱旖

昕；旭松资本：邓安迪；中信建投：陈语匆、薛林立、翟志

科、李静；人保养老：姜春曦。

请介绍一下公司

上半年业绩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什

么； 公司今年的

经营策略是什

么； 公司今年餐

饮市场的业绩怎

样； 请简单介绍

下三全涮烤汇；

公司目前的产能

如何。

详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

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投资

者关系活动

记 录 表 》

（2020-00

7）

2020年09

月17日

公司会议

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安信证券：苏铖、徐哲琪、孙瑜、张舒威、张杨、杨静茹；平

安基金：薛冀颖、丁琳、区少萍；泰康资产：郭晓燕、刘巍

放、郭嘉熙；上海彤源投资：杨霞；兴证全球基金：徐留

明、薛怡然；交银施罗德：王少成、张龙、张程；南方基金：

郑诗韵、章晖、赵舜；富国基金：武明戈、于江勇；鹏华基

金：孟博；工银瑞信基金：陈丹琳；光大保德信基金：林晓

枫；银河基金：杨琪、张杨、施文琪；银华基金：孙勇；华夏

基金：季新星；中融基金：潘璠；弘毅远方基金：王兴伟；

上海六禾投资：石嘉婧；新华基金：王永明；循远资产：王

雪峰；万家基金：李黎亚；世诚投资：沙小川；途灵资产：

赵梓峰；明达资产：葛皓青；华商基金：黄灿；中国人寿养

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昊；信达澳银基金：杨珂；合众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苏杨；国寿安保：王韫涵；国寿

安保：李丹；国寿安保：祁善斌；国寿安保：李丹；国寿安

保：季天华；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林洁；光大永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王申璐；中信保诚基金：管嘉

琪；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楠；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马雪薇；敦和资管：汤晨晨；平安大华：何思璇；中银

基金：池文丽；国联安基金：王剑；新华基金：付伟；华商

基金：高大亮；湘财基金：刘争争；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吴秉韬；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邹心勇；

国海富兰克林：赵钦；巨杉投资：李晓真；长盛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赵楠；悟空投资：杨蕊菁；诺安基金：王晴；泰

达宏利基金：鲍强；磐厚资本：张云；同犇投资：王卫丰；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建忠；中欧基金：魏晓

康；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寿资产）：赵文龙；

华泰资管：宫衍海；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婧；中国

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蕾；易同投资：赵迪；太

平资产：王紫艳；上投摩根：张文理；长江资管：吴启芸；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秀奇；中融基金：金拓；

民生加银：刘霄汉；信达澳银基金：杨珂；睿远基金：唐

倩；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思聪；广州金控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黄勇；安信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林焜；中科沃

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游彤熙；广发资管：岳云帆；民生

加银：李德宝；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庆昌；海富通：

刘海啸；中邮基金：代林玲；砥俊资产：王俊元。

公司未来的工作

规划； 公司如何

应对原材料价格

波动； 餐饮和零

售的情况如何；

公司推出三全涮

烤汇的背景是什

么。

详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投

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投资

者关系活动

记 录 表 》

（2020-00

8）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南

2020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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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陆小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阿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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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107,452,434.45 1,840,996,158.25 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14,918,554.51 919,780,065.51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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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573,544.40 26.87% 567,148,652.56 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718,883.12 -77.11% 7,084,839.90 12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406,494.05 -216.64% -13,430,109.83 60.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443,047.69 202.42% 5,223,451.16 109.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76.92% 0.06 126.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76.92% 0.06 126.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1.89% 0.77%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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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4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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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0,884.23 确认政府补助

债务重组损益 341,071.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387,374.80 诉讼违约金收入增加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34,928.32

合计 20,514,94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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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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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汽塑料（苏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74% 48,041,370 质押 32,727,962

苏州杨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8% 29,358,630

陆小红 境内自然人 3.72% 4,500,000 3,375,000

李华 境内自然人 0.85% 1,025,400

UBS���AG 境外法人 0.76% 915,700

MORGAN�STANLEY�&�CO.�

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0.58% 697,800

周存友 境内自然人 0.46% 552,600

全宏伟 境内自然人 0.39% 474,900

赵彪 境内自然人 0.38% 462,000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

汯价值成长1期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36% 43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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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汽塑料（苏州）有限公司 48,041,370 人民币普通股 48,041,370

苏州杨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358,630 人民币普通股 29,358,630

陆小红 1,1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5,000

李华 1,02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5,400

UBS�AG 915,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5,700

MORGAN�STANLEY�&�CO.�INTERNATIONAL�PLC. 697,8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697,800

周存友 552,600 人民币普通股 552,600

全宏伟 474,900 人民币普通股 474,900

赵彪 46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2,000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汯价值成长1期私募投资基金 431,898 人民币普通股 431,8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汽塑料、杨氏投资、陆小红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

家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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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

025,400股；周存友通过东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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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600股；全

宏伟通过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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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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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合并资产负债

表项目

期末余额 (元） 期初余额（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98,950,831.41 100.00%

因进行营运资金管理需要，

在保证短期营运资金充足

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资金管

理手段，明确持有到期的票

据增加

其他应收款 28,930,254.46 6,459,895.38 347.84%

应收违约金及政府补助款

增加

无形资产 159,098,316.29 110,754,102.70 43.65% 子公司新购买土地

短期借款 335,048,220.00 148,579,420.00 125.50% 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 91,094,286.95 58,950,653.57 54.53%

本期采用票据支付货款方

式有所增加

合同负债 47,696,628.00 17,633,535.57 170.49% 新项目预收模具款增加

应交税费 6,244,927.68 18,398,794.60 -66.06%

缴纳税金导致应纳税金减

少

其他应付款 10,643,964.87 16,506,361.21 -35.52%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减少

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0,000,000.00 15,000,000.00 233.33%

长期借款将在一年内到期

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35,000,000.00 -100.00%

将在1年内到期转入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负债核算

递延收益 7,749,634.88 2,589,889.42 199.23%

本期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增加

库存股 4,726,560.00 9,658,880.00 -51.07%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减少

库存股

二、 合并年初到报

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3,159,391.67 8,692,616.26 -63.65%

理财收益及联营企业投资

收益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4,358,480.21 684,156.61 -737.06%

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409,644.10 139,473.11 -393.71% 固定资产处置变化影响

营业利润 -7,292,452.63 -24,556,219.29 -70.30%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另积极

复工复产、降本增效、控制

费用等提高公司效益

营业外收入 16,587,441.79 32,333.58 51200.97% 应收诉讼违约金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129,874.95 865,205.35 -84.99% 本期营业外支出减少

利润总额 9,165,114.21 -25,389,091.06 136.10%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另积极

复工复产、降本增效、控制

费用等提高公司效益

所得税费用 2,080,274.31 3,021,603.06 -31.15% 递延所得税影响

净利润 7,084,839.90 -28,410,694.12 -124.94%

本期销售收入增加，另积极

复工复产、降本增效、控制

费用等提高公司效益

三、 合并年初到报

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23,451.16 -53,494,125.72 109.76%

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出减少，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相关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8,610,482.17 -88,497,186.72 267.93%

本期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

偿还到期贷款比上期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5,913,153.57 -250,970,348.37 -118.29%

主要是本期筹资活动及经

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变动较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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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7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并于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020年0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20年09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关

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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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1733号”《关于核准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核准，钧达股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2,0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面值每张100元，按面值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0,671.27万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9,895.04万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用于补充流动资金15,000万元， 购买理财

产品0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3,805,878.44元（含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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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5,796 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399 134 0

合计 18,195 134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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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陆小红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5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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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公司董事共9人，参加本次会议董事9人，公司董事长陆

小红女士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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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详细内容请参见2020年10月2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请参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证券日报》上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新中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下称“苏州新中达”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办理授信业务（包

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国内信用证等），公司拟对苏州新中达在此授信内的借款等融资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董事会认为：苏州新中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董事会同意上述担

保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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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前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

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20年9月

30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拟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020年前三季度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共计7,646,315.82元，具体情况如下：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测算，对2020年前三季度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预计为7,646,315.82元，明细如下：

资产减值项目名称 2020年前三季度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元）

信用减值损失 4,358,480.21

其中：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4,535,168.02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76,687.81

存货跌价损失 3,287,835.61

合计 7,646,315.82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7,646,315.82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少2020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6,680,227.41元，相应减少2020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6,680,227.41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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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苏州新中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新中达” ）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办理的授信业务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的保

证担保。 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2、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本次担保事项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无需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新中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2、注册时间：2011年07月18日

3、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凤阳路899号

4、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徐晓平

6、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模具、五金制品、塑料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销售：化工原料（化学危险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苏州新中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38,517.10万元，净资产为15,029.40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为20,737.41万元，营业利润为720.79万元，净利润为580.67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42,404.42万元，净资产为13,512.35万元，2020年度1-9月营业收入为14,253.39万元，营业利

润为-1,506.28万元，净利润为-1,517.0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与公司的关系

苏州新中达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苏州新中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苏州新中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办理的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

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国内信用证等）提供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中的约定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苏州新中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行为。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17,904.72万元 （含本次担保），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5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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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鸿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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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4,270,404.61 3,557,327,934.43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8,198,151.02 850,415,473.22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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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07,084.90 17.34% 394,015,236.76 -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2,241.43 -119.32% -29,894,296.57 -1,89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16,708.95 -139.21%

-32,064,

260.07

-8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515,558.94 -272.12%

-77,227,

840.01

-18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9 -112.04% -0.2032 -1,52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9 -112.04% -0.2032 -1,520.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0.62% -3.58%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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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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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7,993.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7,070.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805,362.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63,759.06

合计 2,169,96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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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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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21% 56,139,12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9% 8,715,040 0

付金华 境内自然人 2.87% 5,337,920 0

上海元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 2,580,000 0

余文光 境内自然人 0.74% 1,380,820 0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1,289,856 0

浙江盈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盈阳

资产三十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1,200,000 0

张树森 境内自然人 0.58% 1,083,760 0

岑建廷 境内自然人 0.56% 1,047,623 0

罗玲 境内自然人 0.53% 98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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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6,139,120 人民币普通股 56,139,12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715,040 人民币普通股 8,715,040

付金华 5,337,920 人民币普通股 5,337,920

上海元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0,000

余文光 1,380,82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820

新疆三联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289,856 人民币普通股 1,289,856

浙江盈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盈阳资产三十

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张树森 1,083,760 人民币普通股 1,083,760

岑建廷 1,047,623 人民币普通股 1,047,623

罗玲 983,061 人民币普通股 983,0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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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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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下降25.24%，主要原因：报告期支付民营企业欠款所致；

2、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215.41%，主要原因：预付工程款应该按确认量逐次冲减应付账款，报告期内转回上期一次性冲减

的大额应付账款所致；

3、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负债较期初增长100%，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发生贵金属租赁业务所致；

4、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期初增长25.65%，主要原因：报告期内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所致；

5、报告期末应付账款较期初下降15.89%，主要原因：支付以前年度欠款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长1771.32%，主要原因：融资租赁业务增加所致；

7、报告期末递延收益较期初下降70.95%，主要原因：报告期分摊融资费用所致；

8、报告期末股本较期初增长60%，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9、报告期末合同资产、合同负债较期初增长100%，主要原因：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变更，将应收账款中部分金额划分入合同资产，预

收账款划分为合同负债进行会计核算。

（二）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80.85%，其中利息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3.01%，主要原因：报告期取得银行贷款较去年同期下

降，但是带息负债余额较去年同期增长所致；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9.72%，主要原因：本期PPP项目的建设投资利息收入较去年同期

大幅下降所致；

2、本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66.92%，主要原因：报告期资产处置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

3、本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81.89%，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回收欠款增多，使得期末应收款项较期初减少，冲减坏账准

备所致；

4、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81.13%，主要原因：去年同期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广东海源收到深圳市卓成管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赔偿款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费用合计 3,060�万元。 广东海源计入营业外收入 2,807.34�万元。 本报告期无此类收

入；

5、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25.76%，主要原因：报告期其他支出增加所致；

6、本报告期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6.95%，主要原因：报告期内收入变动不大，财务费用大幅增加，影响盈利减少所致；

7、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354.54%和453.59%，主要原因：报告期营业外收入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86.92%，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大额支付民营企业欠款及生产用材料款，

支付金额大于本期货款回收金额，导致现金净流量呈下降趋势；

2、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57.17%，主要原因：PPP项目投资减少导致现金流出同比下降所致；

3、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1.80%，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取得的银行贷款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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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中国铁路

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 、 关

联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 在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国统股份控股股权

期间， 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将不采取任何行为或措

施，从事或参与对国统股份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的竞争的业务活动，且不会侵

害国统股份及其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

未来设立其他子公司或合营、联营企业从事与国统

股份及其子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

业务，或用其他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国统股份

及其子公司现有主营业务；（2）如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的公司可能在将来与国统股份在主营业务方

面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或与国统股份发生实质利

益冲突，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公司

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或将本公司和

公司控制的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以公平、公允

的市场价格， 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国统股份；（3）

本公司不会利用从国统股份了解或知悉的信息协

助第三方从事或参与与国统股份现有从事业务存

在实质性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4）如

出现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

承诺而导致国统股份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

的情况，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持续

严 格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中国铁路

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 、 关

联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中国铁物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谋求国统股份在

业务经营等方面给予中国铁物及其控制的除国统

股份（包括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外的其他下属企业

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 中国铁物及

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国统

股份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与国统股份经营活动相

关的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中国铁物及其控制的其

他下属企业将严格遵循有关关联交易的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国统股份内部管理制度中关于

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 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确

保定价公允，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上述承诺

于中国铁物对国统股份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

如因中国铁物未履行上述所作承诺而给国统股份

造成损失，中国铁物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持续

严 格

履行

中国铁路

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1）中国铁物保证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

方面与上市公司保持分开，并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

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程序、干

预上市公司经营决策、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中国铁物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保证

不以任何方式占用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

的资金。 （2）上述承诺于中国铁物对上市公司

拥有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如因中国铁物未履行上

述所作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中国铁物将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持续

严 格

履行

新疆天山

建材（集

团） 有限

责任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 、 关

联交 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 本公司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贵公

司及贵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2）本

公司作为贵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保证本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实际控制下的其他公司不在

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贵公司

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

的业务活动，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

与贵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 （3）本公司严格履行上

述承诺，如有违反，将依法承担责任。

2006

年 06

月 26

日

持续

严 格

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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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0年12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1,615.2018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3,610.45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

452.31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2,158.14万元。报告期内公司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0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42,327.20万元，尚余433.71万元存于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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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订立公司

方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

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

行的进

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

的销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

款情况

福建省中材九

龙江投资有限

公司

龙海市城乡规

划建设局

龙海市锦江大道（三期）

A段新建道路、平宁路道

路改造和城区防洪及污

水截流综合改造工程

PPP项目

799,866,

864.54

84.56%

本期确认不含税

收 入 58,523,

094.68元， 累计确

认 不 含 税 收 入

615,187,934.58

元

未到回款时

间

新疆天合鄯石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鄯善石材工业

园区管理委员

会

新疆鄯善石材工业园区

道路建设项目

615,185,

189.40

99.73%

本期确认不含税

收入0元, 累计确

认 不 含 税 收 入

557,109,431.66

元

未到回款时

间

安徽中材立源

投资有限公司

桐城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桐城市同安路和盛唐路

延伸段地下综合管廊

PPP项目

570,240,

151.52

58.46%

本期确认不含税

收 入 15,600,

000.00元， 累计确

认 不 含 税 收 入

303,477,027.92

元

未到回款时

间

河北国源水务

有限公司

河北唐山芦台

经济开发区规

划建设管理局

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

区环境综合治理PPP项

目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

及管网工程PPP项目

96,406,

200.00

94.70%

本期确认不含税

收入0元, 累计确

认不含税收入82,

624,984.19元

建成后 ，使

用者付费

新疆国统管道

股份有限公司

某建设管理局 某PCCP采购项目

548,028,

138.22

78.19%

本期确认不含税

收 入 67,751,

961.89元, 累计确

认 不 含 税 收 入

372,967,997.39

元

截止9月底

累计预收货

款 417,

055,523.06

元

新疆国统管道

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引绰济

辽供水有限责

任公司

引绰济辽工程输水工程

管线采购三标（PCCP管

材）项目

511,060,

268.00

18.38%

本期确认不含税

收 入 83,144,

129.20元, 累计确

认不含税收入83,

144,129.20元

截止9月底

累计预收货

款 79,144,

759.00元

新疆国统管道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引江济

淮工程有限公

司

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

管材招标管材3标项目

335,837,

066.00

报告期

未进入

生产期

报告期尚未生产

管材，未确认收入

截止9月底

累计预收货

款 67,167,

413.20元

注：确认收入为（不含税）金额列式，第1-3项的项目金额按照各工程合同预计总收入（不含税）的合计数列式，第4项的项目金额按

PPP项目合同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厂和海北镇污水处理厂近期投资额列式，第5-7项为含税项目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按照累计履行含税

销售收入除以合同总金额来计算。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3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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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20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去年12月公司股票连续下跌的原因、

公司行业地位、优势、产品及用途、年

度业绩快报、 年度报告及一季度业绩

预告披露时间情况、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是否调整经营范围、铁物对公司的

支持及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情况等

--

2020年03月24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产品及用途、业绩情况、受疫情的

影响及建议出台维稳股价政策等

--

2020年03月25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是否有相关措施

提高股价、第一股东是否变更、国家水

利政策向好对公司的影响等

--

2020年04月02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转型的方向，国家基建政策向好，

对公司的影响等

--

2020年04月23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4月20日的股东人数 --

2020年04月24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年报问询函事宜、公司业务转型等、建

议股东大会实施完毕后尽快实施

--

2020年04月29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2019年的利润分配方案 --

2020年05月11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2019年的利润分配方案何时实施 --

2020年05月22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2019年的利润分配方案何时实施 --

2020年06月02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2019年的利润分配方案何时实施 --

2020年07月02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半年度业绩预告是否有修正 --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鸿杰

2020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20-053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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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20日以电子邮件和纸质方式

送达，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议案及相关材料与会议通知同时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时，《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还将登

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2.� �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伊犁分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现有资源，加强资金管理，有效利用资产，节约成本，提升公司业务决策和运营效率，现拟注销伊犁分公司，原分公

司债权债务由本公司承继，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注销该分公司的相关事宜。

3．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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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2

新 疆 国 统 管 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2020-045

三 全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6

海 南 钧 达 汽 车 饰 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