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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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元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东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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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89,055,767.32 33,294,741,578.77 1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4,412,734,120.51 23,352,196,668.45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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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8,344,899.18 2,350,683,829.00 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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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8,954,545.21 9,746,563,680.85 1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151,662,683.63 2,832,548,159.09 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20,403,969.79 2,772,994,242.88 19.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6 15.38 减少 2.12 个百分点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3 / 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1 4.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 0.41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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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5,399.71 124,8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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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4,335.91 26,841,653.10 

 

捐赠支出 -235,570,000.00 -235,57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66,174.31 9,021,276.50  

所得税影响额 34,200,668.66 30,840,948.67  

合计 -194,044,220.83 -168,741,28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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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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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 2,641,293,363 36.02 2,608,47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东毅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7.27 2,000,000,000 无 0 
境外法

人 

党彦宝 552,000,000 7.53 552,0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银川博润天成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2,500,000 3.31 242,500,000 质押 242,5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君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盛达润丰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0,000,000 2.86 210,0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夏易达隆盛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700,000 2.85 208,700,000 质押 208,7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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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海嘉汇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750,000 2.75 201,750,000 质押 201,75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京盛达瑞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新余宝璐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57,500,000 2.15 157,500,0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夏聚汇信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5,000,000 1.70 125,000,000 质押 125,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宁夏银安信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00 1.02 75,000,000 质押 7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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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亦对 46,882,195 人民币普通股 46,882,195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 32,823,363 人民币普通股 32,823,36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022,441 人民币普通股 31,022,441 

边海燕 21,696,038 人民币普通股 21,696,0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同力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500,056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5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优质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061,124 
人民币普通股 

9,061,124 

卢福利 7,832,563 人民币普通股 7,832,563 

上海绿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绿山投资中

国优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326,400 人民币普通股 6,326,4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六一组合 6,2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6,261,5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6,088,457 人民币普通股 6,088,4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党彦

宝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东毅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宁夏聚汇信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际控制人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边海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党彦宝的配偶。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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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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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主营业务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397,355,012.86   307,529,473.37   29.21  

研发费用  76,480,165.14   45,757,673.56   67.14  

财务费用  158,247,116.60   272,258,790.68   -41.88  

其他收益  24,179,798.80   8,941,912.22   170.41  

信用减值损失  -94,106.43   78,143,224.96   -100.12  

营业外支出  244,566,910.58   61,905,000.12   29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8,344,899.18   2,350,683,829.00   57.7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7,257,679.35   -2,872,827,616.52   -53.4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3,944,792.48   3,744,247,151.27   -126.55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销售费用39,735.50万元，同比增加8,982.55万元，增长29.21%，

主要原因是焦炭气化制60万吨/年烯烃项目投产，产品销量上升，运输装卸费用同比增加。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研发费用7,648.02万元，同比增加3,072.25万元，增长67.14%，

主要原因是公司重视研发创新，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方面加大投入。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财务费用15,824.71万元，同比减少11,401.17万元，降低41.88%，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偿债能力增强且股票上市后资产负债率下降，新增融资成本下

降；二是公司用新增长短期借款置换了部分资金成本较高的公司债券和贷款。 

其他收益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其他收益2,417.98万元，同比增加1,523.79万元，增长170.41%，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的企业结构调整奖补资金、高质量发展奖励资金、融资租赁补贴专

项资金等。 

信用减值损失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9.41万元，同比减少7,823.73万元，降低

100.12%，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冲回计提减值准备7,838万元。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营业外支出24,456.69万元，同比增加18,266.19万元，增长

295.07%，主要原因是本期捐赠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17,557.00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370,834.49万元，

同比增加135,766.11万元，增长57.76%，主要是焦炭气化制60万吨/年烯烃项目投产，产品销量增

加导致现金流入增加，同时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比例降低，现金流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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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133,725.77万元，

同比减少153,556.99万元，降低53.45%，主要是随着焦炭气化制60万吨/年烯烃项目投产，投资性

支出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99,394.48万元，

同比增加473,819.19万元，增长126.55%，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募集资金800,000万元；本期取得

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34,730万元，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118,223.23万元，偿还债务

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287,013.08万元。 

 

3.1.2 资产负债项目变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幅（%） 

货币资金 2,983,736,092.71  1,861,876,045.49  60.25  

应收款项融资 386,285,356.64  124,866,625.46  209.36  

其他应收款 128,312,905.78  45,037,814.86  184.90  

固定资产 23,149,675,364.57  17,903,776,394.79  29.30  

在建工程 4,483,340,617.82  7,043,511,626.20  -36.35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3,615,090.16  800,139,775.64  -77.05  

短期借款 480,000,000.00  180,000,000.00  166.67  

应付票据 225,001,402.50  548,014,304.56  -58.94  

预收款项 -    317,869,363.18  -100.00  

合同负债 553,190,207.35  -     1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56,980,244.86  1,873,916,414.92  -43.60  

长期借款 4,864,250,788.30  2,643,000,000.00  84.04  

 

本报告期末，资产总额3,668,905.58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0.19%，主要是货币资金、应收款

项融资、固定资产、其他应收款的增加；负债总额1,227,632.16万元，较上年末增长23.47%，主

要是借款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为33.46%。详细变动如下： 

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增加112,186.00万元，增长60.25%，主要是公司扩大生产规模，融资额增加，

银行存款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较上年末增加26,141.87万元，增长209.36%，主要是用票据支付的款项减少。 

其他应收款较上年末增加8,327.51万元，增长184.90%，主要是本期垫付宝丰内蒙项目征地补偿款

10000万元。 

固定资产较上年末增加524,589.90万元，增长29.30%，主要是本期焦炭气化制60万吨/年烯烃项目

转固。 

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减少256,017.10万元，降低36.35%，主要是公司焦炭气化制60万吨/年烯烃项目

全面投产，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减少61,652.47万元，降低77.05%，主要是2019年预付工程设备款已在本

年结算并结转至在建工程。 

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30,000万元，增长166.67%，主要是公司焦炭气化制60万吨/年烯烃项目全

面投产，营运资金需求增加。 

应付票据较上年末减少32,301.29万元，降低58.94%，主要是公司用票据支付的业务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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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项、合同负债变动主要是公司2020年度适用新收入准则，预收款项确认为合同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81,693.62万元，降低43.60%，主要是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减少。 

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222,125.08万元，增长84.04%，主要是公司为三期烯烃项目建设筹集前期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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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披露日前，位于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 50 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已经正式开工建设；

50万吨/年 C2-C5综合利用制烯烃项目已经取得环评批复，前期工作基本完成。位于内蒙古鄂尔多

斯的 4×100 万吨/年煤制烯烃示范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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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元管 

日期 2020年 10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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