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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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韩海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伦秀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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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452,787.38 1,301,131,700.80 2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603,751.74 64,582,907.11 -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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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70,474.18 122,672,039.93 -1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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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42,047.28 1,406,562,154.41 -9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79,155.37 19,540,126.25 -20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20,919.92 18,334,797.22 -22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0 41.98 减少 78.5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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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2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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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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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50.28 1,435,667.71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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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37.46 1,129,286.6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4,440.67 -521,837.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55,152.93 2,141,7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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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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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40,000,000 12.67 0 
冻结 

4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26,413,629 8.37 0 冻结 23,832,797 国有法人 

深圳中安汇银一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2,737,632 4.04 0 
质押 

12,737,632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中安鼎奇二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1,800,229 3.74 0 
质押 

11,800,229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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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安鼎奇三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1,479,501 3.64 0 
质押 

11,479,501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余振冀 7,416,387 2.35 0 无 0 未知 

深圳中安汇银四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5,636,600 1.79 0 
质押 

5,636,6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

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8号 

4,745,000 1.5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

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号 

4,744,700 1.5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

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9号 

4,658,814 1.4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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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26,413,629 人民币普通股 26,413,629 

深圳中安汇银一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2,737,632 
人民币普通股 

12,737,632 

深圳中安鼎奇二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1,800,229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229 

深圳中安鼎奇三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11,479,501 
人民币普通股 

11,479,501 

余振冀 7,416,387 人民币普通股 7,416,387 

深圳中安汇银四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5,636,600 
人民币普通股 

5,636,600 

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

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8号 

4,7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45,000 

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

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号 

4,744,700 

人民币普通股 

4,744,700 

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

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9号 

4,658,814 

人民币普通股 

4,65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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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上述表格中深圳中安汇银一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中安鼎奇二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中安鼎奇三号专项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中安汇银四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四位股东普通合伙人均为潍坊裕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其控制上述四

位股东所持公司的全部股份合计 41,653,9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上述表格中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长

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8 号、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 号、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9 号及未进入前十大股东中的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城汇理战略并购 9号私募基金（持

股 3,564,000 股）、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

股 2,282,100 股）、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C 号（持股 2,154,915 股）、深圳长城汇理三

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B 号（持股

1,700,000 股）、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

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E 号（持股 1,697,500 股）、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

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D号（持股 1,590,000

股）、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长城汇理并购

基金华清 7A 号（持股 1,590,000 股）、深圳长城汇理三号专项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5 号（持股 1,350,000 股）

共计十一位股东的普通合伙人均为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控制上述十一位股东所持公司的全部股份合计 26,513,029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53%，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3、上述表格中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均不是《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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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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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 144,817,042.35 313,538,975.77  -53.81  注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9,100,628.08 1,991,191.23 357.04 注 2 

  应收票据 4,263,449.89 10,151,495.43    -58.00 注 3 

  应收账款 9,895,295.86 54,325,023.89  -81.79 注 4 

  应收款项融资 4,592,875.89 25,080,784.76  -81.69 注 5 

  预付款项 7,465,879.50 1,159,971.85 543.63 注 6 

  存货 60,086,436.60 91,940,446.20  -34.65 注 7 

  其他流动资产 13,795,056.95 192,178.38  7,078.26 注 8 

  在建工程 284,185,505.31 4,008,314.72  6,989.90 注 9 

  无形资产 147,103,714.80 762,879.10  19,182.70 注 10 

  应付账款 37,642,478.25 90,641,845.72 -58.47 注 11 

  长期应付款 600,000,000.00 160,000,000.00 275.00 注 12 

  预计负债   1,007,650.00 -100.00 注 13 

  递延收益 17,212,717.90 4,077,668.18 322.12 注 14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率% 备注 

营业收入 42,842,047.28  1,406,562,154.41  -96.95  注 15  

营业成本 38,180,497.53  1,230,754,501.33  -96.90  注 15  

税金及附加  3,419,578.72   10,345,706.10  -66.95  注 15  

销售费用  2,641,354.56   47,265,482.99  -94.41  注 15  

管理费用  26,551,109.46   47,291,778.13  -43.86  注 15  

研发费用  1,207,039.02   3,571,080.99  -66.20  注 15  

财务费用 -1,742,105.24   46,949,491.47  -103.71  注 15  

信用减值损失  5,294,506.85   -2,049,316.18  -358.35  注 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270,474.18   122,672,039.93  -157.28  注 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47,706.42   -1,000,000.00  -1,304.77  注 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242,636.53  -138,117,327.07  -48.42  注 15  

 

注1：主要是本期用于新厂区项目建设支出较大。 

注2：原因是本期末（T+0）银行理财产品较期初增加； 

注3：主要原因是公司停产后销售量减少，收到的票据减少； 

注4：主要原因是公司停产后销售量减少，部分客户回款后应收账款减少； 

注5：主要是本期用于支付供应商的货款中未到期承兑款项增加所致； 

注6：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中介机构重组费359万元； 

注7：主要是公司停产后部分产成品及原料对外出售，库存减少； 

注9：主要是新厂区开工建设支出； 

注10：原因是本期新增土地使用权价值1.47亿元； 

注11：主要原因是应付原材料货款较期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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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拨付的企业征迁补偿款4.4亿元，总计收到补偿款6.0亿元； 

注13：原因是青岛红蝶案结束，对方所诉货款已支付完毕； 

注14：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到新厂区土地价款的优惠补偿金1320.6万元； 

注15：根据市政府的相关部署安排，公司于2019年10月底将全部生产装置关停，本期仅对部分库

存产成品进行销售。本期与搬迁有关支出比如借款利息、生产工人工资社保等均计入其他非流动

资产-搬迁损失进行归集核算，收到的政府拨付的搬迁补偿计入专项应款，同时新厂区的建设正在

有序进行中，因此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较基期变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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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发布日，公司搬迁复建项目均按计划加紧建设之中：力争年内建成 5万吨/年 CPE

装置项目；2021年初建成 12 万吨/年离子膜烧碱装置项目，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上述

两个项目建设： 

1、5万吨/年 CPE装置项目：项目 2020年 2月 22 日开始施工。目前，CPE厂房主体结构已封

顶，厂房墙体砌筑完成 80%，公司采取土建和设备安装交叉施工的方式，加快项目施工进度。目前

装置核心设备正在安装调试，装置操作人员已陆续分批进入现场进行实操培训。。 

2、12万吨/年烧碱装置项目：项目 2020年 4月 20日开始施工。目前，烧碱、公用工程辅助设施

涉及的变配电二次结构砌筑完成、机柜间砌筑完成、脱盐水站正在建设之中、冷冻水站一层混凝

土浇筑完成、循环水站冷却塔正在安装施工、盐酸合成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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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正处于停产搬迁期间，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海滨 

日期 2020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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