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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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士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大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曹吾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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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1,057,947.31 2,543,598,458.02 5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904,241,950.65 1,954,726,059.12 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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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309,844.05 91.03% 2,265,460,225.86 3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1,065,363.51 107.87% 166,409,209.78 1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6,423,968.90 80.25% 131,530,742.06 -0.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4,297,465.65 64.92% 117,763,357.55 115.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04 69.56% 0.3193 -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04 69.56% 0.3193 -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9% 0.89% 6.48%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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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01.97 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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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39,466.2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341,619.75 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6,123.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27,167.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37,473.14  

合计 34,878,467.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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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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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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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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宏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51% 229,988,717 0 质押 151,664,339 

周经成 境内自然人 7.04% 39,979,720 29,984,790 质押 7,500,000 

胡士勇 境内自然人 3.55% 20,168,460 15,126,345   

周世杰 境内自然人 2.39% 13,552,447 10,164,335   

刘卫华 境内自然人 2.03% 11,545,993 11,545,993   

余学红 境内自然人 1.85% 10,512,972 10,512,972   

夏禹谟 境内自然人 1.57% 8,887,599 8,887,599   

胡品龙 境内自然人 1.37% 7,757,100 5,817,825   

胡士法 境内自然人 1.37% 7,757,100 0   

胡士清 境内自然人 1.37% 7,757,100 7,75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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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29,988,717 人民币普通股 229,988,717 

周经成 9,994,930 人民币普通股 9,994,930 

胡士法 7,7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7,757,100 

胡士勤 7,7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7,757,100 

金涛 7,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3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5,866,586 人民币普通股 5,866,586 

胡士勇 5,042,115 人民币普通股 5,042,115 

周世杰 3,388,112 人民币普通股 3,38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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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34,973 人民币普通股 2,234,973 

胡品龙 1,939,275 人民币普通股 1,939,2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胡士勇、胡士清、胡士法、胡士勤四兄弟；周经成、周世杰系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9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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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5,750,000.00 41,500,000.00 203.01% 主要系流动性增强，购买理财产品 

应收票据 13,539,435.71 9,920,260.06 36.48% 主要系业务结算方式变化 

应收账款 432,809,630.89 281,967,278.48 53.50%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增加合并报表

范围 

应收款项融资 80,059,878.49 50,309,915.50 59.13% 主要系业务结算方式变化 

预付款项 90,968,699.04 25,974,154.23 250.23%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增加合并报表

范围 

存货 839,135,209.01 527,364,472.09 59.12%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增加合并报表

范围 

长期股权投资 58,137,948.72 16,984,674.52 242.30% 主要系增加对环保产业并购基金投资 

在建工程 48,365,300.14 113,562,751.74 -57.41% 
主要系北京华宏土地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结转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229,188,175.15 70,424,725.69 225.44% 

主要系北京华宏土地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结转无形资产；同时收购鑫泰

科技，增加了合并报表范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071,490.00 8,051,852.16 -37.01% 主要系税金留抵减少 

短期借款 182,328,432.08 15,025,918.75 1113.43%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增加合并报表

范围 

应付票据 57,457,000.00 20,600,000.00 178.92% 主要系业务结算方式变化 

合同负债 129,140,863.80 74,467,164.30 73.42%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增加合并报表

范围 

应交税费 30,451,176.26 20,003,426.45 52.23%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 

其他应付款 5,275,222.59 8,882,778.12 -40.61% 主要系支付上年末费用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124,041.09 5,032,383.07 240.28%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增加合并报表

范围 

资本公积 1,530,486,587.43 819,867,876.68 86.67% 
主要系公司发行股份收购鑫泰科技增

加所致 

专项储备 9,897,302.48 7,515,936.60 31.68% 主要系安全生产费计提增加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265,460,225.86 1,692,077,129.48 33.89%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增加合并报表

范围 

营业成本 1,896,212,599.04 1,337,539,675.22 41.77%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增加合并报表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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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53,082,887.16 36,714,885.55 44.58% 
主要系收到再生资源装备财政补助收

入 

营业外收入 464,255.19 1,654,016.78 -71.93% 
主要系长帐龄预收款收入和质量罚款

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7,763,357.55 54,685,198.82 115.35% 主要系销售商品货款回笼加快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3,131,838.92 -103,029,358.05 不适用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支付股权转让

款，以及追加对环保产业并购基金的

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3,412,509.91 -27,595,830.22 不适用 

主要系收购鑫泰科技，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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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年处理6万吨磁材废料综合利用项目框架协议》，公司拟联合中国南方稀土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在赣州市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兴建年处理6万吨磁材废料综合利用项目。通过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南方稀

土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鑫泰科技各自在稀土开采、稀土金属冶炼分离及永磁材料制作和磁材废料综合回收利用领域的优势，实

现产业链上下游紧密结合、优势互补和互惠共赢；通过此次合作，鑫泰科技将在磁材废料供应方面得到进一步保障，有利于

未来公司进一步增产扩能，对提升鑫泰科技在稀土废料综合利用领域的竞争力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

了《年处理 6 万吨磁材废料综合利用项

目框架协议》 

2020 年 09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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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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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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吉安鑫泰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所募集的配套资金已经使用完毕，并

于报告期内注销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详情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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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21 12,575 0 

合计 20,021 12,575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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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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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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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