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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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邵文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文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俞跃兵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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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54,309,622.62 30,170,884,547.20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426,026,930.79 7,125,201,048.35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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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401,842.15 -1.56% 19,077,593,383.65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32,344,844.88 -23.11% 466,328,092.26 -5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1,635,055.96 -24.86% 443,195,628.59 -5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61,781,690.19 107.73% -188,190,719.80 -66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0 -25.11% 0.340 -54.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0 -23.42% 0.340 -53.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8% -1.61% 6.40%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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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6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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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57,313.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78,860.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52,339.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2,705.13  

合计 23,132,46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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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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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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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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7.15% 786,220,976 547,005,663   

浙江海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6% 66,880,79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三组合 
其他 4.36% 60,003,272 0   

浙江省中医药

健康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 34,544,562 0   

中航国际成套

设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4% 32,180,589 22,526,413   

浙江省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34% 32,180,589 32,180,589   

宁波汇众壹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8% 16,191,985 11,334,390   

宁波汇众贰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15,988,604 11,192,023   

绍兴市城市建 国有法人 1.06% 14,581,0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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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五矿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7,29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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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39,215,313 人民币普通股 239,215,313 

浙江海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880,790 人民币普通股 66,880,79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60,003,272 人民币普通股 60,003,272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34,544,562 人民币普通股 34,544,562 

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4,581,066 人民币普通股 14,581,066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9,654,176 人民币普通股 9,654,176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7,290,533 人民币普通股 7,290,533 

杭州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炬元鑫兴九号私募基金 
7,1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33,000 

江山市经济建设发展公司 5,409,366 人民币普通股 5,409,366 

宁波汇众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857,595 人民币普通股 4,857,59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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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各股东是否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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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产

负

债

表

项

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说明  

应收票据  496,947,685.51   372,237,450.23  33.50% 主要系截止报告期末本级收到票据增加 

预付款项  227,597,255.89   74,151,437.66  
206.94% 

主要系今年新增中标项目实施，预付原

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中：应收利息    789,155.76  -100.00% 主要系期初的应收利息已收回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375,547,828.30   1,225,421,325.97  

-69.35% 

主要系期初转入此项目的长期应收款已

收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3,953,200.00  -100.00% 主要系会计政策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  250,164,760.10   138,794,343.95  80.24% 主要是本期新增对外股权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4,853,200.00      主要系会计政策调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4,226,836.00   600,226,836.00  

-92.63% 

主要系期初转入此项目的长期借款已还

款 

长期借款  1,278,603,517.00   982,360,617.00  30.16% 主要系投资类项目新增的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19,593,219.10      主要系计提尚未使用的研发经费 

少数股东权益  793,713,980.99   381,118,806.71  108.26% 主要系子公司发行永续债影响 

利

润

表

项

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说明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1,132,391.81  -100.00% 主要系本年未发生类似业务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233,764.62   20,612,008.00  -115.69% 

主要系基建板块上期收回应收款冲销计

提的减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24,491.11   -36,165.05  -444.23%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收入略大于处置支

出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95,614,987.77   1,245,506,841.43  -44.15% 

主要系化工板块本期受产业周期影响，

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下浮较大，业绩同比

去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减：营业外支出  5,728,915.84   2,845,486.04  101.33% 主要系本期新增扶贫捐赠所致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

额以“－”号填列） 
 697,311,005.53   1,249,132,914.96  -44.18% 主要系化工板块本期受产业周期影响，

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下浮较大，业绩同比

去年有较大幅度下降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487,187,186.89   996,988,399.86  -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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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

亏损以“－”号填列） 
 487,187,186.89   996,988,399.86  -51.13%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466,328,092.26   973,225,905.07  -52.08% 

现

金

流

量

表

项

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8,136,026,052.15   13,876,907,628.06  30.69% 主要系本期基建板块施工规模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3,597,818.76   3,059,433.94  344.46% 主要系退税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7,049,056,610.42   11,489,622,618.48  48.39% 主要系本期基建板块施工规模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999,494,576.10   724,882,182.90  37.88% 

主要系本期基建板块施工规模增加，增

加人才引进而增长的员工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8,190,719.80   33,346,176.67  -664.35% 

主要系化工板块本期业绩下浮导致经营

活动现金流下降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435,200.0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处置参股公司股权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1,595,538.60   45,463.82  3409.47% 主要系本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00,000,000.00   100,347,180.92  99.31% 

主要系本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

款到期收回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2,510,415.78   257,938,032.86  40.54% 已在上述明细中说明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00,021,250.42   3,462,924.37  5676.08% 

主要系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

性存款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12,436,232.92   452,716,770.34  57.37% 已在上述明细中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49,925,817.14   -194,778,737.48  79.65% 已在上述明细中说明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01,000,000.00   880,960,124.89  -54.48% 主要系上期发行股票所致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

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      主要系本期收到少数股东增资款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211,165.51  -100.00% 主要系上期发行股票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794,636.73   243,747,545.21  -104.84% 已在上述明细中说明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542,932,905.17   88,738,682.22  -711.83% 主要系上述现金流活动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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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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安装诉讼案件进展。2018年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浙铁大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风公司”）收到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案号为（2018）浙民初6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起诉书，原告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建安装”）诉请大风公司支付10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EPC工程款余额及利息共计3.25亿元。大风公司按

要求向省高院提交了答辩状和相关证据，并就上述工程逾期完工事宜提起反诉。2018年6月，中建安装向省高院提交诉讼变

更请求申请书，诉请变更为支付工程款余额及利息4.12亿元。2019年1月，浙江省高院委托第三方工程鉴定机构就本项目争

议工程内容进行鉴定。截至目前，该案件尚在司法鉴定中｡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部分化工装置搬迁关停进展。公司有机胺及相关生产装置（即化工业务江山生产基地）位于浙江省江山市郊，随着城市

的发展，根据政府危化品企业搬迁改造相关政策精神，公司江山生产基地存在政策性关停的风险。自2011年以来，公司就有

机胺及相关生产装置搬迁事宜，与江山市政府开展了持续的商谈，积极推进搬迁工作。由于搬迁工作复杂，协调难度大，双

方就原址关停、迁址选择、拆迁、建设、人员安置、项目选择以及赔偿等多个关键因素一直未能协商一致，搬迁工作未能取

得实质性进展。经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取得相关方的理解与支持，2016年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公司“就地整治提升”，尽

快实现搬迁。虽然截至目前，政府部门尚未与公司就搬迁或关停事宜达成协议或作出安排，但是江山市政府2019年2月《政

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示"江化搬迁工作获省政府层面推动，取得实质性进展，明确将于2020年底前搬迁或关停。"公司化工业

务江山生产基地搬迁或关停事宜尚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江山基地生产经营及后续发展，公司将密切关

注进展情况，并以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相关事宜，对涉及搬迁或关停的重大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展。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9日、9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单》（受理序号：192113）和《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113号），并于9月30日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反馈意见回复并公告，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中国证监会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下属公司中标项目进展。公司于7月收到下属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交工宏途、交工金筑、浙江交工分别为G60沪

昆高速公路金华互通至浙赣界段改扩建工程土建第03标段、04标段、05标段（以下简称“03、04、05标段”）中标人。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下属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报告

期内，交工宏途、交工金筑、浙江交工分别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杭金衢分公司签订03、04、05标段施工合同协议

书。协议总金额为7,092,106,965元，其中03标段为1,798,531,788元，04标段为2,884,821,904元，05标段为2,408,753,273

元。上述标段的工期均为1005日历天（33个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展。 

2019 年 09 月 30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71) 

2019 年 09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65) 

2019 年 08 月 10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57) 

部分化工装置搬迁关停进展。 2019 年 08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中建安装诉讼案件进展。 
2018 年 02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下属公司中标项目进展。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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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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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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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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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募集资金 14,000 9,000 0 

合计 14,000 9,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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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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 银行 

共赢利

率结构

26305

期人民

币结构

性存款

产品 

5,000 

闲置

募集

资金 

2019

年 05

月 07

日 

2019

年 08

月 07

日 

低风

险 

低风

险 
3.95% 49.78 49.78 49.78 0 是 不适用 http://www.cninfo.com.cn 

光大银行 银行 

2019 年

对公结

构性存

款定制

第八期

产品

126 

4,000 

闲置

募集

资金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0

年 02

月 07

日 

低风

险 

低风

险 
3.85% 77 0 0 0 是 不适用 http://www.cninfo.com.cn 

交通银行 银行 

蕴通财

富结构

性存款

185 天 

5,000 

闲置

募集

资金 

2019

年 05

月 07

日 

2019

年 11

月 08

日 

低风

险 

低风

险 
4.00% 101.37 0 0 0 是 不适用 http://www.cninfo.com.cn 

合计 14,000 -- -- -- -- -- -- 228.15 49.78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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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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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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文年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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