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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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俞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曹宁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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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1,385,525.62 8,163,308,383.37 -1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36,979,220.61 1,871,332,681.49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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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291,123.79 -5.36% 5,466,304,485.50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575,702.42 -279.24% -28,022,638.58 -12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412,797.90 -114.56% 25,338,381.27 -58.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5,327,041.60 243.96% 323,354,173.19 122.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7 -279.10% -0.0221 -123.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7 -279.10% -0.0221 -123.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280.38% -1.51% -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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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53,7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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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9,017.78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8,710,3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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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1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93,7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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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2,654,408.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31,891.98  

合计 -53,361,0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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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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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鑫腾华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 253,600,000 0 

质押 253,600,000 

冻结 253,600,000 

江苏中超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08% 216,634,030 0 质押 216,400,000 

杨飞 境内自然人 0.68% 8,608,749 0 

质押 8,600,000 

冻结 8,608,749 

朱建初 境内自然人 0.32% 4,036,000 0   

徐国强 境内自然人 0.30% 3,795,676 0   

吕刚毅 境内自然人 0.23% 2,853,492 0   

罗耀武 境内自然人 0.21% 2,637,100 0   

韩玉梅 境内自然人 0.20% 2,575,974 0   

张惠 境内自然人 0.17% 2,131,200 0   

刘国智 境内自然人 0.16% 2,07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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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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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6,634,030 人民币普通股 216,634,030 

杨飞 8,608,749 人民币普通股 8,608,749 

朱建初 4,0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6,000 

徐国强 3,795,676 人民币普通股 3,795,676 

吕刚毅 2,853,492 人民币普通股 2,853,492 

罗耀武 2,63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7,100 

韩玉梅 2,575,974 人民币普通股 2,575,974 

张惠 2,1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1,200 

刘国智 2,07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杨飞为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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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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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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90,703,204.59元，降幅为59.8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的票据减少。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57,935,248.82元，降幅为63.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年初预付供应商的材料款，供应商

已供货。 

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745,115.35元，降幅为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江苏长峰电

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峰电缆”）的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资产到期。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8,089,907.78元，增幅为40.8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待认证进项税金增加。 

5、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49,829,544.98元，增幅为246.9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控股”）向陆泉林、陆亚军、周春妹预付股权转让款41,478,260.00元。 

6、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7,483,693.41元，降幅为44.3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润减少导致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69,774,339.66元，降幅为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中超控股

发行的债券“14中超债”如期兑付，于2019年7月4日完成债券还本付息。 

8、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230,000,000.00元，增幅为328.5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中超控股新增对国联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长期借款230,000,000.00元。 

9、年初至报告期末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33,270,501.32元，降幅为69.45%，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子公司应收

账款收回，坏账准备冲回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57,845.00元，增幅为484.87%，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子公司无

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洲电磁线”）投资的黄金和长峰电缆投资的白银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11、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19,353,285.40元，降幅为209.05%，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处置子公

司锡洲电磁线全部股权产生投资损失62,259,050.97元；上年同期置出子公司宜兴市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及处置

子公司宜兴中超利永紫砂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产生投资收益44,840,235.20元所致。 

12、年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3,647,281.70元，降幅为2449.24%，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锡洲电磁

线处置部分资产形成的损失所致。 

13、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6,565,036.47元，降幅为34.69%，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政府补助

及子公司业绩补偿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4、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94,876.20元，降幅为36.09%，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滞纳金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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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15、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4,626,359.33元，降幅为102.49%，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应纳税所得

额减少所致。 

16、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78,108,271.54元，增幅为122.63%，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

告期末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29,438,504.30元，而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307,546,775.84 元。 

17、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9,062,892.18元，增幅为296.46%，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

告期末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18、年初至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91,720,929.57元，降幅为145.27%，主要原因是年初至

报告期末公司归还银行贷款及偿还债券。 

19、年初至报告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5,437,402.13元，增幅为440.27%，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

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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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超集团与深圳鑫腾华存在股权纠纷，中超集团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且由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于2018

年10月10日对深圳鑫腾华股份作出了行为保全裁定，禁止深圳鑫腾华在上海仲裁委员会对（2018）沪仲案字第2336号案件作

出仲裁裁决前，就其所持有的公司25,360万股股份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提案权、表决权、盈余分配权、股东知情权

等股东权利）。公告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10月16日《关于收到

<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2019年7月18日，上海仲裁委员会对（2018）沪仲案

字第2336号案件作出了仲裁裁决。公告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7

月19日《关于公司股东仲裁事项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 

2、2018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18）苏02民初577号及传票等诉讼材料。

原告深圳鑫腾华请求判决撤销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的《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案分别于2019年1月10

日、2019年1月31日双方进行证据交换。2019年2月21日开庭2019年3月15日追加第三人（中超集团）后开庭，庭审程序已完

成。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公告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12月25日《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17）、2019年2月13日《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9）、2019年2月27日《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2019年7月26日《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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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前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黄锦光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名义为其及其关联自然人、关联法

人原有的债务追加恶意担保，担保材料上加盖的公司公章涉嫌私刻，涉诉案件十三项，公告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2月28日《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2019年4月2

日《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2019年4月16日《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于2019年7月3日期满5年，2019年7月4日公司支付2018年7月4日至2019

年7月3日期间的利息及本期债券的本金，每张派息人民币7.20元（含税），并兑付本金人民币100元。公告详见披露于《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7月2日《“14中超债”2019年兑付兑息暨摘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9-071）。 

5、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将公司持有的锡洲电磁线51%股权出售给郁伟民、郁晓春，交易价格为人民

币7,500万元。2019年8月28日，锡洲电磁线已完成工商变更，锡洲电磁线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体系。公告详见披露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8月7日《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5）、2019年8月30日《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98）。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超集团与深圳鑫腾华

股权纠纷仲裁裁决事项 
2019 年 07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

1&announcementId=1206462683&announcementTime=2019-07-19%2007:39 

深圳鑫腾华诉中超控股

撤销会议决议判决事项 
2019 年 07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

1&announcementId=1206473532&announcementTime=2019-07-26 

涉诉担保事项 

2019 年 02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

1&announcementId=1205855936&announcementTime=2019-02-28 

2019 年 04 月 0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

1&announcementId=1205981395&announcementTime=2019-04-02 

2019 年 04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

1&announcementId=1206019943&announcementTime=2019-04-16 

14 中超债兑付事项 2019 年 07 月 02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

1&announcementId=1206415030&announcementTime=2019-07-02%2016:39 

出售子公司锡洲电磁线

51%股权事项 

2019 年 08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

1&announcementId=1206502209&announcementTime=2019-08-07 

2019 年 08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247

1&announcementId=1206727260&announcementTime=2019-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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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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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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超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杨飞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本

人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区未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包括但不限

于自行或与他人合资、合作、联合

经营）、投资与中超控股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或企业；在本公司/

本人直接或间接与中超控股保持实

质性股权控制关系期间，本公司/本

人保证不利用自身对中超控股的控

制关系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中超控

股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本人保证

避免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

与中超控股主营业务存在实质性同

业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及其关联方/

本人将尽量避免与中超控股之间发

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

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

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

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

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切实保护中超控股及其中

小股东利益；本公司及其关联方/本

人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制度的规定，不损害中超控

股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在本

公司/本人控制中超控股期间，本承

诺函持续有效。如在此期间出现因

本公司及其关联方/本人违反上述承

诺而导致中超控股利益受到损害的

情况，本公司/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2019年 08

月 13 日 

长期

有效 

正常

履行

中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江苏中超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杨飞 

其他承诺 

承诺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

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

业务独立。 

2019年 08

月 13 日 

长期

有效 

正常

履行

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原董事

长杨飞，原副

董事长、原副

总经理杨俊，

原董事、原总

经理陈友福，

监事会副主

席吴鸣良，原

副董事长、原

董事会秘书、

原财务总监

陈剑平，监事

会副主席盛

海良，原监事

会副主席陈

鸫，原副总经

理蒋建良，原

监事王雪琴，

原副总经理

刘志君，董

事、总经理张

乃明，原总工

程师王彩霞 

股份限售

承诺 

本人将及时向中超控股申报本人持

有的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及其变动情况，在中超控股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权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中超集团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本人自中超控股离任后半年

内，不转让持有的中超集团股权；

本人自中超控股离任半年后的一年

内转让的股权占所持有中超集团的

股权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0年 07

月 27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

履行

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深圳市鑫腾

华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黄

锦光 

其他承诺 

本公司/本人擅自以中超控股名义向

江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出

具商业承兑汇票 2000 万元，本公司

/本人承诺因此事对中超控股造成的

损失全部由本公司/本人承担，本公

司/本人将于一年内（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分期全部还清。本公司/本

人主动提供投资到中超控股的股权

投资款 8 亿元做还款保证。 

2018年 12

月 22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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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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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度净利润（万元） -10,500 至 -7,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544.0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一、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处置子公司锡洲电磁线全部股权产生投

资损失较大；而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宜兴市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全部

股权及宜兴中超利永紫砂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产生投资

收益较多。二、公司部分子公司因流动资金影响，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较

大；三、公司预计可能形成的其他损失。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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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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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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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8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海尔保理的案件什么时候可以执行？回答：海尔保理案件法院的

判决及执行情况，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关注公司公告，谢

谢！ 

2019 年 08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出售子公司锡洲电磁线进展情况如何？回答：公司出售子公

司锡洲电磁线正在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正常履行，请关注公司的进展公

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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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9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武汉法院开庭的诉讼案件，是否有胜诉可能？回答：公司披

露的武汉市黄陂区法院开庭的案件是与众邦保理的合同纠纷案件，共 15

起，公司能否胜诉以法院的判决结果为准，请届时关注该诉讼案件的进

展公告。 

2019 年 09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深圳鑫腾华持有的中超控股 5%股票的拍卖价格是多少？回答：

起拍价是以 2019 年 11 月 3 日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中超控股的收盘价乘以

股票总数 6340 万股，增价幅度是 10 万元。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俞雷  

二 O 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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