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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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HUANXIONG、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睿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睿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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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4,111,227.99 5,807,444,407.87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544,931,766.37 3,432,555,809.09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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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867,168.81 17.92% 2,321,160,817.20 -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2,792,905.10 56.22% 148,510,259.37 -1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1,447,897.14 142.95% 117,530,953.55 -1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9,619,706.27 47.40% 417,514,853.88 1,649.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71.43% 0.24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71.43% 0.24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7% -0.95% 2.12%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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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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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78,449.3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758,949.8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5,391,19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8,625.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47,742.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7,899.58  

合计 30,979,305.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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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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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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成 境外自然人 43.82% 275,470,809    

北京巴士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8% 13,689,000    

吴军 境内自然人 1.70% 10,697,070    

刘伟文 境内自然人 1.55% 9,751,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2% 7,030,050    

陈福泉 境外自然人 0.91% 5,700,945    

南京公用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5,402,955    

深圳市佳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0% 4,400,000    

蒋丽涛 境内自然人 0.40% 2,519,100    

纪安康 境内自然人 0.40% 2,483,899 1,86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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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成 275,470,809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3,689,000   

吴军 10,697,070   

刘伟文 9,7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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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30,050   

陈福泉 5,700,945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402,955   

深圳市佳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4,400,000   

蒋丽涛 2,519,100   

苏乾坤 2,197,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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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46.36%，主要系由于公司应收账款回收以及部分采购未结算所致； 

2、报告期末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35.15%，主要系由于前期预付款到货结算所致； 

3、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下降81.06%，主要系由于留底税费减少所致； 

4、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100%，主要系由于报告期内新增1亿元短期借款所致； 

5、报告期末合同负债较年初下降44.64%，主要系由于报告期内预收客户款项减少所致； 

6、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45.08%，主要系由于报告期内支付年终奖所致； 

7、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40.89%，主要系由于报告期内分红款未支付完毕所致； 

8、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107.35%，主要系由于报告期内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9、报告期内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长944.02%，主要系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以及去年同期冲回减值准备较

多所致； 

10、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132.20%，主要系由于报告期内银行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11、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长120.11%，主要系由于一季度捐款100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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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6月4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与Keihin Therm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签署《股权购买协议》，

拟使用11亿日元收购京滨大洋冷暖工业（大连）有限公司55%的股份。目前该交易已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审查

通过，正在与Keihin Thermal Technology Corporation办理交割手续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购京滨大洋冷暖工业（大连）有限公

司 55%的股权 

2020 年 06 月 04 日 

具体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收购京滨大洋冷暖工业（大连）有限

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 

2020 年 08 月 17 日 

具体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收购京滨大洋股权事项获得审查通过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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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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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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17,000 -- 21,000 17,639.97 增长 -3.63% -- 19.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 0.33 0.28 增长 -3.41% -- 19.32%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克服一季度疫情的不利影响，主营业务发展较好，相关成本费用有所控制，预计全年净

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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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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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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月 15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庚基金、中信

建投证券、海通

证券、方正证

券、中信证券、

太平洋证券、贵

源投资、鑫窠投

资 

主要介绍小车

事业部发展情

况及小车热管

理行业发展近

况 

调研记录请参见深交

所网站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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