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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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蒋承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温亚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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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0,539,408.36 17,673,229,243.55 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045,930,169.76 4,898,245,650.08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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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559,941.01 1,188,458,643.74 -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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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7,403,356.93 11,738,605,397.79 1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4,316,741.39 321,664,996.66 -4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569,631.79 303,234,022.35 -54.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0 6.42 减少 2.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5 0.1449 -45.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5 0.1449 -45.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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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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6,200.31 9,501,4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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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2,405.16 39,377,328.6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60,762.58 230,165.0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10,471.70 798,0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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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633.27 235,604.9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1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0,561.74 -5,559,503.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36,346.22 -2,926,510.73  

所得税影响额 -1,248,200.08 -6,059,415.34  

合计 15,334,364.98 35,747,1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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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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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34,169,243 55.61 0 质押 1,120,1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无锡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67,920,000 3.06 0 未知 67,92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通怡海川 2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7,947,039 1.71 0 无 0 其他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通怡海川 5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5,385,642 1.59 0 无 0 其他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通怡海川 1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5,133,475 1.13 0 无 0 其他 

蔡道国 21,162,201 0.95 0 未知 150,211 境内自然人 

蔡强 17,340,922 0.78 0 未知 17,340,922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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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平 6,818,263 0.31 0 未知 6,818,263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5,618,454 0.25 0 无 0 其他 

滕用庄 5,200,00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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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34,169,243 人民币普通股 1,234,169,243 

无锡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67,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920,00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海川 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7,947,039 人民币普通股 37,947,039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海川 5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5,385,642 人民币普通股 35,385,642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海川 1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5,133,475 人民币普通股 25,133,475 

蔡道国 21,162,201 人民币普通股 21,162,201 

蔡强 17,340,922 人民币普通股 17,340,922 

丁一平 6,818,263 人民币普通股 6,818,26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18,454 人民币普通股 5,618,454 

滕用庄 5,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蔡强为蔡道国之

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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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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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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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

产 
173,505.52 52,160,992.61 -99.67 

主要系结构性理财产

品本期到期收回 

应收款项融资 266,641,939.24 194,946,367.45 36.7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

行承兑汇票增加 

合同资产 1,141,150,656.14  /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已经履约

但尚未收款的金额作

为合同资产列示 

在建工程 242,721,050.20 119,962,592.10 102.33 

主要系本期新增远东

电缆智能低压项目、

远东通讯一期光缆项

目投入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37,213,332.58 101,913,022.40 34.64 

主要系预付工程及设

备款增加 

应付票据 448,770,324.63 248,489,873.65 80.60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票

据尚未到期的金额增

加 

预收款项  1,057,532,379.81 -100.00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

入准则，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列示 

合同负债 1,508,111,686.62  / 

主要系公司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已收到客

户款项但尚未履约的

金额作为合同负债列

示 

长期借款 304,032,400.00 944,182,230.23 -67.80 

主要系本期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列报 

应付债券  5,101,629.09 -100.00 

主要系本期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

券 

预计负债 3,678,797.83 8,986,509.44 -59.06 

主要系储能设备收入

减少，相应预计产品

售后服务费减少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4,748,576.04 -8,149,543.90 158.27 

主要系本期权益法下

确认的投资损失减少

及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3,612,212.90 -1,682,012.64 -114.76 

主要系结构性理财产

品的公允价值变动 

信用减值损失 -35,128,830.79 -131,624,511.65 73.31 
主要系本期单项计提

的坏账损失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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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81,671,468.70 -1,701,259.84 -4,700.65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

货跌价损失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9,793,729.71 4,322,049.57 126.60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

资产取得的收益 

营业外支出 8,417,950.91 4,513,444.04 86.51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

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47,559,941.01 1,188,458,643.74 -62.34 

主要系为满足销售发

货增加备货，货款支

付增加大于回款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4,647,942.88 -1,511,960,898.55 51.41 

主要系去年同期偿还

公司债券支付现金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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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公司起诉西藏荣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荣恩”）的股权转让纠纷案 

2015年10月，公司与西藏荣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三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普药业”）100%的股权转让给西藏荣恩，转让价格32,000万元，加上三普药业应付公司5,000

万元往来款项，西藏荣恩共计应付公司37,000万元。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西藏荣

恩未按约支付款项，尚欠公司5,000万元。2016年7月，公司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西藏荣恩依约向公司支付5,000万元、违约金3,615万元、诉讼费/律师费125万元

及支付其他损失1,028.24万元。 

经多次诉讼审理，2020年9月，公司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判决西藏荣恩向公司支付应付款项5,000万元、支付违约金及利息1,801.81万元、其他损失及诉讼

费损失1,028.24万元。西藏荣恩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

发回重审。公司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由西藏荣恩按照协议约定标准向公司

支付违约金3,615万元、向公司支付律师费125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9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11）。 

3.2.2 西藏荣恩起诉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案 

2017年2月，公司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西藏荣恩向青海省

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向西藏荣恩支付三普药业净资产差额1,210.74万

元、赔偿损失及违约金1,835.36万元。 

2020年9月，公司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西藏荣恩

的全部诉讼请求。西藏荣恩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

重审。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7 / 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9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11）。 

3.2.3 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进展 

2020年7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1351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

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2020年7月，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来，

资本市场环境、行业情况、融资时机等因素发生了诸多变化，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

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7月7日、2020年8月1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77）、《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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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承志 

日期 2020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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