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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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方银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马晗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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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7,225,672.46 6,679,238,217.00 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911,015,331.50 2,689,811,092.05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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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476,606.17 31.45% 5,128,155,561.68 1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2,658,106.57 253.11% 365,900,436.14 5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0,591,757.29 519.26% 303,426,984.14 126.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03,108,304.82 221.36% 188,904,169.85 -5.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241.67% 0.87 55.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241.67% 0.87 5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2% 228.57% 13.04% 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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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10,109.99 
主要系出售邵阳赞宇投资收益

3417.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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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70,276.45 

主要系本期赞宇新材收到政府

补助 1615.76 万元，集团收到政

府补助 350 万元。以及以往政府

补助的分摊。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7,517,889.07 
收到南通凯塔 697.76 万以及珠

海万源利息费用 54.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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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5,325.06 
 

主要系期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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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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61,437.6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572,835.96 
主要系收到珠海万源业绩补偿

款 349.25 万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090,100.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8,554.04  

合计 62,473,45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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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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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银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6% 70,000,000 0 质押 54,600,000 

河南正商企业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3% 39,436,800 0 质押 30,280,000 

方银军 境内自然人 5.51% 23,301,840 21,601,380   

洪树鹏 境内自然人 2.36% 9,987,500 0   

陆伟娟 境内自然人 2.25% 9,492,72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4% 7,356,200 0   

许荣年 境内自然人 1.67% 7,041,992 5,281,494   

邹欢金 境内自然人 1.38% 5,830,272 5,8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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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长添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长

添地利十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1.30% 5,500,000 0   

宁波睿正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进睿马拉

松 1 号基金 

其他 1.06% 4,48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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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0 

河南正商企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39,4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36,800 

洪树鹏 9,9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9,987,500 

陆伟娟 9,492,728 人民币普通股 9,492,7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3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7,356,200 

#杭州长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

添地利十号私募投资基金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宁波睿正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进睿马拉松 1 号基金 
4,481,598 人民币普通股 4,481,598 

法国兴业银行 4,226,7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6,700 

苏建华 3,74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744,600 

黄亚茹 3,401,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1,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河南正商企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河南嵩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的财产份额。2、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

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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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主要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590,641,109.15       389,185,441.31  51.76% 主要是杭油化业务的增长，客户增加了应付票据结

算，增加的保证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         123,870,400.00  -100.00% 是公司收回了珠海万源的业绩补偿款4,387.04万

元，收回了宁波产融的出资款8,000万元。 

  应收款项融资      209,927,075.21       158,751,107.92  32.24% 主要是今年诚鑫维顿和江苏金马并入了合并范围 

 预付款项       305,235,573.87       136,340,663.23  123.88%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了原材料采购的预

付款 

 其他应收款        94,278,026.06       330,932,896.35  -71.51% 主要系凯塔化工的资产负债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以

及凯塔化工清偿公司借款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69,273,209.85         4,000,000.00  1631.83% 期末数为公司对浙江嘉利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1200万；新设立“新野淯新水务有限公司”600万，

又增加了天津天智投资，截止报告日投资

69273209.85，均采用权益法核算。期初数为公司对

浙江嘉利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投资400万元 

  无形资产      594,197,356.35       280,993,396.70  111.46% 本报告期末余额为59,419.74万元，较期初增加了

111.46%，主要系本期河南赞宇增加土地使用权

11,221.6万元，广东赞宇增加了7,421.15万元，新天

达美转入特许经营权13,474.14万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                 -         109,025,711.00  -100.00% 2019年河南赞宇预付土地款2020年已转无形资产 

 长期应收款        34,324,132.11        44,196,326.86  -22.3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因新天达美收到奉节 BT 项目

款项所致 

 应付票据      413,479,900.00       202,646,685.23  104.04% 主要系2020年上半年票据贴现利率低，公司改变了

对上游供应商的支付结算方式。 

应付职工薪酬        7,629,453.69        31,046,155.76  -75.43% 主要系去年年底计提了整年的年终奖。 

 其他应付款        76,975,551.53       176,657,572.77  -56.43% 2020年比2019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珠海万源投资

款尾款已支付 

 长期应付款         2,200,672.79         6,701,544.39  -67.16% 江苏赞宇支付租赁费 

其他综合收益      -46,945,679.09        38,444,235.05  -222.11% 主要杜库达的外汇汇率差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比例 主要原因分析 

 其他收益        36,040,101.88        21,337,471.92  68.91% 公司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收到财政局资助资金或者

奖励。加上本期递延收益的本期分摊，天门诚鑫以

及金马增值税即征即退，本报告期其他收益较上年

同期增加。 

 投资收益        38,958,672.01       137,660,522.81  -71.70% 公司本期出售邵阳赞宇股权，收回非关联方利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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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年同期销售南通凯塔以及收回如皋业绩补偿

款带来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减少较大。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7,956,674.39          -577,000.00  1478.97% 公司本期主要是期货浮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增加

导致。 

 

 信用减值损失  

      19,295,654.71       -22,321,218.90   

186.45% 

公司本期加强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催收，根据

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的坏账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233,455.65            79,600.73  193.28% 主要是检测版块进行固定资产清理 

  

营业外收入  

       2,465,353.21           484,774.47   

408.56%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是天门诚鑫、湖北维顿及江苏

金马今年并入合并范围，另外杭油化有因停电造成

损失相应赔偿，还有是集团本部房租提前退租违约

金 

 营业外支出         3,426,790.85        21,260,504.08  -83.88% 去年主要系南通凯塔停工损失、南通凯塔采购付款

违约罚款支出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比例 主要原因分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2,473,641.65      -320,675,597.60  131.96% 本报告期主要收到业绩补偿款4,682万元，收回凯塔

往来款,收回宁波产融8,000万、科地基金6,350万以

及出售邵阳赞宇;上年同期南通凯塔购建固定资产

支出款以及收购杜库达少数股权支付款较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4,618,299.63       126,534,922.94  -293.32% 本报告期主要系分红给少数股东，较去年同期增加

6300多万，收购少数东股权款，以及偿还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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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特定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认购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不超过47,841,306股（含本数），发行价格为8.57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对象为河南正商企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9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202633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2020年9月8日，公司竞拍取得天津天女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其持

有的天津天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20 %股权。 

3、2020年9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2名因离职不再具备

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2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5.01元

/股。公司总股本将由422,680,000股减少为422,560,00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422,680,000元减少为

422,560,000元。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已于2020年10月9日经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超过

47,841,306 股（含本数），发行价格为 8.57
2020 年 0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与特定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认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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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

为河南正商企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7） 

公司竞拍取得天津天女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其

持有的天津天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 %

股权。 

2020 年 09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竞拍取得天津天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 

公司对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

及 2 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

对象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 12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5.01 元/股。 

2020 年 09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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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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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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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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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8月 19

日 

杭州市西湖区

古墩路 702 号

赞宇大厦 1815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邓胜、

廖成涛；港丽投

资邵琮元、田慧

蓝；睿骏资产沈

晓源，兴聚投资

刘力，海通证券

张翠翠，兴业基

金于峻鹿，中泰

证券夏文奇，招

银理财赵宗原，

睿远基金钟明，

光大保德信基

金苏淼，海通证

券李智 

公司生产经营、

行业发展等相

关问题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

n/ircs/search?keyword=

002637 

2020 年 08月 21

日 

杭州市西湖区

古墩路 702 号

赞宇大厦 1815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陶洪

斌、叶建军，上

海启尚资产祝

杨勇，杭州汇升

公司生产经营、

行业发展等相

关问题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

n/ircs/search?key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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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孙章康、许

先扬 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沙炜，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张剑峰、林

梦，广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王

云骢，国信证券

闵晓平，南方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孙鲁闽，诺安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蔡宇滨，平

安基金徐成坤，

前海人寿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林海南方基金

都逸敏等 

002637 

2020 年 08月 24

日 

杭州市西湖区

古墩路 702号赞

宇大厦 1815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邓胜、

光大保德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苏淼、中庚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刘晟、华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常宁、国华人

寿保险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石

亮、睿怿投资王

蓓、新华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王乐、第一北

京吴幼草、北京

中港融鑫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成炳坤、诺安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李迪光、青骊

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罗晓

梅、北京鸿道投

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方云龙

公司生产经营、

行业发展等相

关问题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

n/ircs/search?keyword=

00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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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20 年 09月 02

日 

杭州市西湖区

古墩路 702号赞

宇大厦 1815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诺安基金张伟

民、姜思琦，国

泰基金苗琦，广

发证券何雄 

公司生产经营、

行业发展等相

关问题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

n/ircs/search?keyword=

002637 

2020 年 09月 16

日 

杭州市西湖区

古墩路 702号赞

宇大厦 1815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钱向

劲、陶洪斌、柯

迈；浙江凯银资

本沈玲娜、林中

鹤；杭州泽芝资

本俞会亮、方

飞；浙江达运投

资赵忠平；杭州

华孚时尚孙小

挺；杭州冲和投

资戴维；上海了

得投资楼月；上

海中璞投资邹

金安；杭州睿银

投资许磊；浙金

产融丁子越；中

信期货徐磊；置

行控股盛江宏；

紫之基金李志

民、傅王正等。 

公司生产经营、

行业发展等相

关问题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动易平台

http://irm.cninfo.com.c

n/ircs/search?keyword=

00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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