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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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永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冀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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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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2,699,879.33 3,671,109,648.88 3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1,912,053.61 1,794,978,702.2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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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990,104.63 34.69% 1,736,892,307.18 1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18,392.73 425.44% 48,484,286.38 2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8,191,133.70 288.18% 29,892,010.46 2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1,277,031.26 291.10% 290,592,393.39 382.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2 428.57% 0.0582 25.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2 428.57% 0.0582 2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 0.82% 2.68% 0.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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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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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9,013.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44,192.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858,791.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64,692.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199.53  

合计 18,592,275.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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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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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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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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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兴控股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78.66% 655,398,603  质押 345,600,000 

睿士控股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4.21% 35,110,639    

温州博德真空镀

铝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4,186,046 4,186,046 质押 4,186,046 

吴武良 境内自然人 0.20% 1,655,532 1,241,649   

王策 境内自然人 0.20% 1,627,907  质押 1,627,907 

黄明金 境内自然人 0.20% 1,627,907    

林建高 境内自然人 0.18% 1,512,845 1,134,634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7% 1,392,300    

吕寅生 境内自然人 0.13% 1,117,950  质押 750,000 

占家建 境内自然人 0.13% 1,09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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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 655,398,603 人民币普通股 655,398,603 

睿士控股有限公司 35,110,639 人民币普通股 35,110,639 

王策 1,627,907 人民币普通股 1,627,907 

黄明金 1,627,907 人民币普通股 1,627,90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9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2,300 

吕寅生 1,117,950 人民币普通股 1,11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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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家建 1,093,785 人民币普通股 1,093,785 

宋扬 964,730 人民币普通股 964,730 

何亚琴 951,335 人民币普通股 951,335 

信诚基金－中信证券－广州金控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03,888 人民币普通股 903,8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睿士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之一，吴武良

和林建高为公司高管或监事，温州博德真空镀铝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行股份收购温州博

德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的交易对方之一。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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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占家建通过人民币普通账户持股 183,185 股，通过证券公司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910,600 股 ，合计持 1,09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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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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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第三季度 2019 年期初数 差额 变动比例 备注 

货币资金 299,114,982.72 210,632,121.25 88,482,861.47 42.0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使得货币资金增

加所致。 

应收票据 26,806,249.44 215,190,088.87 -188,383,839.43 -87.54% 
主要系本报告期为采购原材料，票据背书转

让、及票据贴现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694,564,908.29 291,732,226.99 402,832,681.30 138.08%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及第三季度为销

售旺季，应收账款大部分尚处于信用期内， 

使得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76,361,688.17 4,712,047.51 71,649,640.66 1520.56% 
主要系本报告期从联营公司退股，尚未收回

的股权投资款，使得其他应收款增加所致。 

存货 504,220,104.48 377,851,084.30 126,369,020.18 33.4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及为第四季度加

大销售做库存准备，使得存货对比年初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23,460,356.67 104,297,245.20 219,163,111.47 210.13%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使得其他流动资

产增加所致。 

股权资产 17,340,147.24 99,481,355.36 -82,141,208.12 -82.57% 主要系本报告期对联营公司退股所致。 

固定资产 1,954,116,479.36 1,109,882,111.41 844,234,367.95 76.07%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增加固定资产，以

及子公司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134,816,882.47 546,343,931.81 -411,527,049.34 -75.32%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在建工程转固定资

产所致。 

无形资产 257,149,374.27 173,701,668.75 83,447,705.52 48.0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使得无形资产增

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7,163,366.09 7,070,923.88 20,092,442.21 284.16%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零星改造工程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0,892,582.18 60,749,401.79 -49,856,819.61 -82.07%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加强预付设备款项的

管理，及时将收到的设备结转至在建工程中

所致。 

应付票据 831,757,852.09 450,801,479.82 380,956,372.27 84.5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使得应付票据增

加所致。 

应付账款 614,978,508.27 218,614,480.37 396,364,027.90 181.3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使得应付账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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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所致。 

预收款项 48,651,039.49 14,936,139.46 33,714,900.03 225.73%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使得预收账款增

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2,394,426.88 6,151,287.69 26,243,139.19 426.63%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付上年度股东分红款增

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9,689,988.56 30,000,000.00 -10,310,011.44 -34.37% 主要系本报告期归还到期的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394,755,524.25 140,000,000.00 254,755,524.25 181.97%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固定资产项目贷款

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9,849,945.57 493,855.81 9,356,089.76 1894.5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使得递延所得税

负债增加所致。 

2.合并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第三季度 2018 年第三季度 差额 变动比例 备注 

研发费用 4,631,063.78 7,007,210.63 -2,376,146.85 -33.91%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仅为部分研发项目进

行准备和预备，四季度研发项目将全面推

进。 

财务费用 45,925,475.72 26,526,109.03 19,399,366.69 73.13% 主要系本报告期长期贷款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1,409,013.46 20,458,426.81 -9,049,413.35 -44.23%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较多所致。 

投资收益 4,858,791.88 -269,193.55 5,127,985.43 1904.94% 
主要系本报告期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788,237.13 - -1,788,237.13 - 
主要系本报告期按照新的金融会计政策，计

提金融资产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92,377.46 965,592.02 -1,157,969.48 -119.92%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53,229.68 -398,713.81 345,484.13 86.65% 主要系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较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199,037.90 489,537.59 9,709,500.31 1983.4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使得营业外收入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754,845.04 904,537.65 850,307.39 94.0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员工意外伤害赔偿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0,592,393.39  -102,970,590.61  393,562,984.00  382.2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使得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0,544,914.89  -243,812,431.60 -226,732,483.29  -92.99%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购公司、投资联营公司，

所支付的投资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 38,033,022.52  -39,694,585.23 77,727,607.75  195.81% 主要系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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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物净增加额 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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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27日、2019年6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收购太平洋制罐(漳州)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武汉）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自筹资

金33,057.80万元，收购太平洋制罐（漳州）有限公司、太平 洋制罐（武汉）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和标的公司原股东福州兴瑞

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审计、评估基准日即2019年2月28日对标的公司享有的债权，其中标的公司股权收购价格合

计为28,000万元，债权收购价格合计为5,057.8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太平洋制罐（漳州）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武汉）

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2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

司收购太平洋制罐(漳州)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武汉）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的太平洋两家公司完成了变更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新《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

月8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收购太平洋制罐(漳州)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武汉）有

限公司全部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 

2. 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与其全资子

公司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昇兴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60,000,000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20%）转让给其全资子公司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2019年10月14日，昇兴控股

有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经协商一致，决定解除于2019年9月26日签署的《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对拟转让股份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协商。经重新协商后，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与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9年10月14日签署了《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昇兴控 股有限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昇洋发展

转让所持昇兴股份 80,000,000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60%）。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交易双方正根据本次交易的约定，

合理安排股权转让手续等。本次股份转让的受让方昇洋发展是转让方昇兴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双方存在实际控制关系，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本次股份转让而发生变化。 

3.公司于2019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

案》，为构建覆盖全国的目标省份的终端销售网络，并搭建区域业务实施的载体，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昇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控股孙公司深圳市阿斯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河南省郑州市、山东省济南市成立控股子公司河南阿斯特酩酒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和山东省阿斯特酩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具体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6月29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2019

年6月26日，山东省阿斯特酩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业执照》。2019年7月25日，河南

阿斯特酩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也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业执照》。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收购太平洋制罐(漳州)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武汉）有限公司全部

股权。太平洋两家公司完成了变更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新《营业

执照》。 

2019年10月08日 2019-063 

2019年05月28日 2019-026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与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14日签署了

《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昇兴控 股有限公司通

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昇洋发展转让所持昇兴股份 80,000,000股股份。 

2019年09月27日 2019-062 

2019年10月16日 2019-064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昇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孙公司深圳市阿斯特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河南省郑州市、山东省济南市成立控股子公司河南阿

斯特酩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山东省阿斯特酩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2019年06月29日 2019-037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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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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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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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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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证券部通过电话、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与广大投资者保持沟通。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永贤 

                                                                                          2019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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