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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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金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练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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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698,890.53 1,320,516,942.12 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27,965,896.85 1,055,157,295.27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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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95,410.79 50,056,806.68 -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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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19,350.88 156,168,367.77 -3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79,390.25 24,966,517.40 -10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58,420.06 15,453,666.21 -126.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1023 2.3381 减少2.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049 0.1100 -104.4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049 0.1100 -1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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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3.38 -786,6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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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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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120.66 -341,120.66

转让子公司股权

当期损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1,597.83 4,441,019.91

银行结构性存款

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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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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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347.51 -328,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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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5.85 -5,388.81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672,519.57 2,979,0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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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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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风集团有限公司 29,921,325 13.1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京遥贸易有限公司 26,592,800 11.7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国风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26,017,748 11.46 0 质押 26,017,748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纳铭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22,680,753 9.99 0 质押 20,140,94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公司 14,265,871 6.29 0 无 0 国有法人

乐清意诚电气有限公司 11,234,786 4.9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杰 8,456,300 3.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文凯 7,726,348 3.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770,000 2.1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钱旭璋 1,836,000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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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风集团有限公司 29,921,325 人民币普通股 29,921,325

上海京遥贸易有限公司 26,592,8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92,800

西藏国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6,017,748 人民币普通股 26,017,748

西藏纳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2,680,753 人民币普通股 22,680,753

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公司 14,265,871 人民币普通股 14,265,871

乐清意诚电气有限公司 11,234,786 人民币普通股 11,234,786

张杰 8,456,300 人民币普通股 8,456,300

田文凯 7,726,348 人民币普通股 7,726,348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4,7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70,000

钱旭璋 1,8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18年7月8日，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控股” ）分别与

国风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考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

其分别持有的西藏国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风文化” ）与西藏纳铭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纳铭” ）100%的股权，从而间接收购国风文

化及西藏纳铭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9年6月27日，新奥控股与郑海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 受让郑海持有的乐清意诚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乐清意诚” ）

100%的股权。协议收购后，新奥控股通过国风文化、西藏纳铭及乐清意诚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59,933,2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41%。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完成，

国风文化、西藏纳铭、乐清意诚作为新奥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

2、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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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0日，西藏自治区跨省旅游业务开放，公司各景区游客接待量自7月下旬快速回升。三季度以来，

公司通过温泉、餐饮等系列康养产品的设计开发，推动产品打造能力稳步提升；借助雅鲁藏布大峡谷景

区5A创建契机，各景区加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有效丰富了游客体验；通过雪顿节、音乐节、七夕等主题

活动的举办推广，景区曝光度得到快速提高并带动客流增长；与此同时，公司智慧化运营成效逐步显现，

随着管理优化、降本增项等举措的实施，组织运营效率明显提升。 2020年第三季度（7-9月），公司营业

收入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过70%，相较2020

年上半年，表现出良好的恢复增长趋势。

2020年四季度，公司将通过“彩林节” 活动的宣传推广，借助“冬游西藏” 政策和“工布新年” 传统

民俗等组合营销，丰富景区内容消费，推动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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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率（%） 说明

货币资金 135,478,871.79 93,272,159.54 45.25 注1

预付款项 11,324,725.17 7,880,926.7 43.70 注2

固定资产 247,338,077.66 184,551,791.16 34.02 注3

在建工程 63,801,306.17 96,447,181.67 -33.85 注4

递延所得税资产 - 26,531.41 -100.00 注5

应付职工薪酬 4,870,623.01 9,092,319.21 -46.43 注6

应交税费 949,111.67 2,791,267.03 -66.00 注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000,000.00 2,250,000.00 744.44 注8

长期借款 74,841,000.00 18,841,000.00 297.22 注9

库存股 43,970,999.04 21,999,167.02 99.88 注10

项目 期末数 上期数 增减率（%） 说明

营业收入 98,019,350.88 156,168,367.77 -37.23 注11

营业成本 48,215,308.54 71,109,954.11 -32.20 注12

税金及附加 79,981.98 725,461.97 -88.98 注13

销售费用 4,335,053.91 15,401,297.68 -71.85 注14

财务费用 2,716,190.75 1,450,829.67 87.22 注15

投资收益 4,099,899.25 9,150,836.44 -55.20 注16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97,797,551.42 159,256,648.10 -38.59 注17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6,882,637.84 32,054,254.68 -47.33 注18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0,549.70 5,836,330.39 -95.02 注1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9,114,456.96 58,399,091.87 -33.02 注2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00,000.00 - 不适用 注2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3,790,267.38 - 不适用 注22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550,000,000.00 993,000,000.00 -44.61 注23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 - 不适用 注24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550,000,000.00 993,000,000.00 -44.61 注25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2,000,000.00 -100.00 注26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166,365,385.35 70,000,000.00 137.66 注27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77,250,000.00 166,625,000.00 -53.64 注28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

所支付的现金

3,940,319.07 12,405,401.07 -68.24 注2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1,971,832.02 - 不适用 注30

说明：

注1：报告期内，货币资金较期初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期末收回银行结构性存款资金导致货

币资金增加。

注2：报告期内，预付款项较期初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预付工程款及资产采购款。

注3：报告期内，固定资产较期初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将部分在建工程项目转入固定资产。

注4：同注3。

注5：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应收款项的变化，冲回计提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注6：报告期内，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于报告期内支付了上年度员工年

终奖。

注7：报告期内，应交税费较期初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转让子公司100%股权导致应交税费减少。

注8：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将本年内应归还的长

期借款进行重分类调整。

注9：报告期内，长期借款较期初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从银行取得长期借款8,000万元。

注10：报告期内，库存股增加的原因是公司回购256.5万股股票。

注1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第三季度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截至报告期末，总体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注12：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运营成本随着营业收入的下降而减少。

注13：报告期内，税金及附加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享受旅游服务业增值税免税政策。

注14：报告期内，销售费用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旅游

服务业务暂停，公司上半年营销推广活动未发生。

注15：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银行借款增加，利息费用随之增

加。

注16：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办理结构性存款业务的存续时间未达

去年同期水平。

注17：同注11。

注18：同注12。

注19：同注13。

注20：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实行降本增效

措施及支付上年政府分成。

注21：报告期内，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转让西藏天创旅游产品销

售有限公司100%股权，收回长期股权投资款。

注22：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转

让西藏天创旅游产品销售有限公司100%股权。

注23：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购买结构

性存款未到期。

注24：报告期内，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购买西藏鲁朗旅游景区开

发有限公司少数股东10%股权及阿里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款项。

注25：同注23。

注26：报告期内，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上期江西省新绎旅游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投资款。

注27：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新增长期、短期银

行借款合计1.66亿元。

注28：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上期归还股东国风文化

借款本金，本期无相关支出。

注29：同注15。

注30：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本期回购

256.5万股本公司股票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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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闲置募集资金使用。

2020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该议案于6月29日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4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办理安全性高、 有保本约定的现金管理业

务，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月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公司增加使用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即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

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的4,000万元现金管理额度，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截至目前，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3,000万元、7,000万元，分别通过中国民生银行拉萨分行和中

国工商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办理结构性存款业务， 现金管理额度和使用期限未超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授权的使用额度和期限。详请参考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2020-016号、2020-036号、

2020-037号、2020-038号、2020-041号、2020-050号）。

二、母公司景区运营及景区内旅游服务相关业务、资产、负债和人员划转至全资子公司。

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母公司景区运营及景区内旅游服务相关业务、资产、负债和人员划转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拟将

母公司景区运营及景区内旅游服务相关业务、资产、负债和人员，按地区归属管理原则，分别划转至全资

子公司西藏鲁朗旅游景区开发有限公司、阿里景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该事项已于9月29日经公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 （2020-045号、

2020-049号）。 截至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三、疫病事件影响。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服务业造成不利影响，旅游景区和酒店餐饮行业首当其冲，公

司上半年经营业绩下滑明显。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跨省旅游业务已于2020年7月逐步开放，三季

度以来，公司各景区游客接待量总量和营业收入已与2019年同期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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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病事件对公司上半年主营业务的影响， 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去年同期下滑明显。 四季度为西藏旅游行业的传统淡季，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累计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可能发生重大变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关注公司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公告。

公司名称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金峰

日期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

2020-051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8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赵金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正文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同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并提请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同时保障

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险。 就该事项，董事会提请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召开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将另行通知。

有关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事项，详见公司同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3号）。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

2020-052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8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10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曦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正文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其中：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同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及《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3票，其中：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同时保障

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为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责任险。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事项，详见公司同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3号）。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监事会对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

2020-053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10月23日，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以下简称“董监

高责任险” ）的相关议案。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充分行使权

利、履行职责，同时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为全体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董监高责任险购买方案的主要内容

投保人：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限额：人民币6,000万元

保险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万元/年

保险期限：12个月（期满后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权限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董监高责任险购

买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聘任保险经纪公司

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董监高责任险合同

期满时或之前办理与续保或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有利于保障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权益，促进相关责任人合规履职，降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期间

可能引致的风险或损失；有助于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发展；有助于保障公司和投资者权益，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并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购买董监高责任险有利于完善公司风险控制体系，促进相关责

任人员充分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同时有利于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权益。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相关事宜，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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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任思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秋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春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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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6,326,901.81 2,329,648,816.15 3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77,909,519.91 1,806,565,872.15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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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86,659.42 53.87% 2,143,400,446.76 4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4,242,792.13 26.69% 318,295,611.67 2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1,373,500.23 31.37% 297,788,542.95 34.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5,443,045.48 174.45% 449,065,930.65 63.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23.08% 0.41 28.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23.08% 0.41 2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6% 1.04% 15.60%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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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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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8,5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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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012.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3,220.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18,894.48

合计 20,507,06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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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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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思龙 境内自然人 10.40% 81,587,946 61,190,959 质押 23,677,549

丁发晖 境内自然人 5.66% 44,383,500 33,287,625 质押 5,033,905

陈平 境内自然人 5.66% 44,383,494 33,287,620 质押 5,215,000

樊剑军 境内自然人 5.66% 44,383,494 33,287,620 质押 9,951,714

任思荣 境内自然人 5.02% 39,386,406 0 质押 3,62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92% 30,786,952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51% 27,541,200 0

杨成青 境内自然人 2.87% 22,536,758 21,565,618

首域投资管理

（英国）有限公

司－首域环球

伞子基金：首域

中国增长基金

境外法人 2.50% 19,629,836

上海良信电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第1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2.05% 16,10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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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思荣 39,386,406 人民币普通股 39,386,40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786,952 人民币普通股 30,786,95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5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41,200

任思龙 20,396,987 人民币普通股 20,396,987

首域投资管理 （英国） 有限公

司－首域环球伞子基金： 首域中

国增长基金

19,629,836 人民币普通股 19,629,836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员工持股计划

16,108,708 人民币普通股 16,108,70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四二三组合

15,000,069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4,999,992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992

丁发晖 11,095,875 人民币普通股 11,095,875

陈平 11,095,874 人民币普通股 11,095,8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10名股东中任思龙与任思荣为姐弟关系；任思龙、樊剑军、陈平、丁发晖、任思

荣为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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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长158.09%，是由于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较期初增长40.18%，是由于公司销售增长较快所致

3、应收账款较期初增长80.11%，是由于公司销售增长较快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707.31%，是由于员工业务需要借支的备用金及投标保证金增长所致

5、存货较期初增长54.51%，是由于公司销售增长较快所致

6、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800.43%，是由于海盐制造基地建设投入所致

7、无形资产较期初增长39.12%，是由于海盐制造基地购买土地使用权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52.42%，是由于长期资产预付款已验收所致

9、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127,594,119.03元，是由于公司本期自行开立承兑汇票所致

10、应付账款较期初增长67.37%，是由于公司采购规模增大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长67.98%，是由于公司人员增加及计提年终奖所致

12、应交税费较期初增长436.66%，主要是因为业务增长所致

13、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长51.83%，主要是由于公司收取的业务保证金增加所致

14、库存股较期初减少100%，是由于公司将已回购股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及上期限制性股票解禁

所致

15、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同比增加42.41%和40.36%，是由于公司业务快速增长所致

16、销售费用同比增加43.82%，是由于公司营销人员增加及加大了业务宣传投入所致

17、管理费用同比增加73.99%，是由于本期股权激励费用增加所致

18、研发费用同比增加58.79%，是由于公司研发人员增加及加大了研发投入所致

19、其他收益同比增加152.41%，是由于部分政府补助项目增加所致

20、投资收益同比减少73.83%，是由于本期理财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21、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95.00%和1614.98%，是由于应收账款及存货规模增加

所致

22、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39.10%，是由于镇级财政扶持减少所致

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63.79%，是由于业务增长及回款增长所致

2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314.44%，主要是由于购买理财产品资金减少所致

2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65.74%，主要是由于股权激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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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6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上海良信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法律意见。

2、2017年6月2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并办理授予权益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3、2017年7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激励对

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授予日确定为2017年7月3日。

4、2017年8月21日， 公司完成了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所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是2017年8月23日。

5、2018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524,015,5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2018年4月25日，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预留限制性股

票数量由原177.73万股调整为266.595万股。

6、2018年6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取消授予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266.595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

7、2018年8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8、 2018年8月23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371.184万股办

理完成了解锁手续并上市流通。

9、2018年10月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尚未解锁的

772,65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0、2019年8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11、2019年8月23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266.6475万股办

理完成了解锁手续并上市流通。

12、2019年10月16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尚未解锁的

234,81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13、2020年7月3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14、2020年8月25日，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2,456,235万股

办理完成了解锁手续并上市流通。

15、2020年9月25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尚未解锁的

210,240股限制性股票以及已解除限售但尚未减持的68,775�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二、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2020年8月19日，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良信智造（北京）电器有限公司，该子公司已

取得了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公告号：2020-07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0年08月01日 2020-063

2020年08月21日 2020-071

2020年09月29日 2020-078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2020年08月25日 20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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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情况：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48�号文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1,417.848�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35.97�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49,551.79�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含利息）已经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于9

月份完成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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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 8,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10,000 0

合计 41,000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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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

类型

产品

类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

投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

概述

及相

关查

询索

引

（如

有）

招 商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2,

000

自有

2019

年 08

月 30

日

2020

年 03

月 28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4.60

%

48.4

4

17.18

全 部

收回

是 否

兴 业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5,

000

自有

2019

年 10

月 12

日

2020

年 01

月 10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3.80

%

46.85 5.21

全 部

收回

是 否

兴 业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3,

000

自有

2019

年 11

月 22

日

2020

年 01

月 21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3.65

%

18.13 6.43

全 部

收回

是 否

上 海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2,

000

自有

2019

年 11

月 20

日

2020

年 03

月 28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3.65

%

12.6 4.4

全 部

收回

是 否

上 海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5,

000

自有

2020

年 05

月 26

日

2020

年 06

月 30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3.30

%

15.82 15.82

全 部

收回

是 否

上 海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10,

000

自有

2020

年 06

月 16

日

2020

年 07

月 21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3.30

%

31.64 31.64

全 部

收回

是 否

上 海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7,

000

自有

2020

年 07

月 06

日

2020

年 07

月 31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2.90

%

13.9 13.9

全 部

收回

是 否

兴 业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14,

000

自有

2020

年 07

月 03

日

2020

年 07

月 31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3.05

%

32.76 32.76

全 部

收回

是 否

招 商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7,

000

自有

2020

年 08

月 10

日

2020

年 09

月 10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2.82

%

16.77 16.77

全 部

收回

是 否

中 金

公司

证券

理 财

产品

5,

000

自有

2020

年 08

月 11

日

2020

年 11

月 10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3.50

%

43.15 23.97

未 收

回

是 否

兴 业

银行

银行

理 财

产品

8,

000

自有

2020

年 08

月 10

日

2020

年 10

月 09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2.95

%

38.79 32.98

未 收

回

是 否

方 正

证券

证券

理 财

产品

5,

000

自有

2020

年 09

月 14

日

2021

年 06

月 16

日

金 融

机构

利 息

收入

4.40

%

165.1

5

9.64

未 收

回

是 是

合计

73,

000

-- -- -- -- -- -- 484 210.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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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任思龙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

2020-081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在

公司一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会议召开三日前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

议采取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9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

的董事为9人。 董事长任思龙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2020年10月24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内容详见2020年10月24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简称更名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股票简称更加贴合公司股权背景、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更准确、更全面反

映公司的主营业务性质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

在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于股票简称更名的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 2020年10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详见 2020年10月2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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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

2020-082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会议召开三日

前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23日在良信公司三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煜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出

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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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2020年10月24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内容详见2020年10月24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简称更名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股票简称更加贴合公司股权背景、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更准

确、更全面反映公司的主营业务性质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

导投资者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

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股票简称更名的公告》内容详见2020年10月24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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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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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简称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简称变更日期：2020年10月26日

2、变更后股票简称：良信股份

3、股票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一、股票简称变更说明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股票简称更名的议案》，股票简称由“良信电

器” 变更为“良信股份” ，公司中文全称、英文全称、证券代码“002706” 不变。

本次股票简称更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不存在利用变更股票简称影响公司股价、 误导投资者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

在损害本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股票简称变更原因

根据公司战略部署并结合公司行业属性，为充分体现公司业务发展战略目标，适应产业发展实际情

况，更准确、更全面反映公司的主营业务性质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树立公司长远的品牌影响力，方

便投资者更好理解公司的战略方向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原来的股票简称已不能代表公司的全部

业务，因此公司拟将股票简称变更为“良信股份” 。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股票简称更加贴合公司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更准确、更全面反映公司的主营业务性质

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不存在利用变更股票简称影响公司股价、 误导投资者的情形， 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股票简称将于2020年10月26日变更为“良信股份” ，

公司证券代码“002706” 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

2020-083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749

公司简称：西藏旅游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