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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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薛德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党增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孟可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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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316,723.01 4,181,023,648.08 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737,928,013.77 2,645,320,183.9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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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161,654.32 45.69% 1,265,620,841.92 1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4,260,339.84 47.32% 125,375,216.11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652,608.13 18.25% 85,650,058.73 -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5,841,378.93 433.54% 35,237,463.88 -60.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 48.98% 0.207 1.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 48.98% 0.207 1.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 0.49% 4.66%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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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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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6,295.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9,298,092.0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685,5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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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9,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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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57,393.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625,332.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97,318.24  

合计 39,725,15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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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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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德龙 境内自然人 17.88% 107,869,305 80,901,979 质押 54,260,000 

张冬梅 境内自然人 5.59% 33,742,750 25,307,062 质押 13,700,000 

中原内配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4% 14,734,459 0   

薛建军 境内自然人 1.49% 9,002,500 6,751,875 质押 8,000,000 

党增军 境内自然人 1.06% 6,386,500 4,752,375 质押 3,831,800 

刘东平 境内自然人 0.53% 3,190,750 2,360,562 质押 1,992,500 

王中营 境内自然人 0.52% 3,153,500 2,328,875 质押 1,350,000 

王秀丽 境内自然人 0.49% 2,960,400 0   

崔联委 境内自然人 0.47% 2,805,000 0   

杨学民 境内自然人 0.46% 2,7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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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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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德龙 26,967,326 人民币普通股 26,967,326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14,734,459 人民币普通股 14,734,459 

张冬梅 8,435,688 人民币普通股 8,435,688 

王秀丽 2,96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400 

崔联委 2,8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5,000 

杨学民 2,7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8,000 

周宪杰 2,6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3,500 

姚守通 2,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0,000 

李欣 2,6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2,400 

许九周 2,544,8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未

知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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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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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科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8,300,000.00 50,000,000.00 136.60%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应收票据 61,887,579.00 44,058,733.60 40.47%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以承兑结算增加

所致。 

应收账款 461,924,619.56 315,208,710.23 46.55% 
主要系本期公司国内销售增长幅度较

大，部分客户结算周期延长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233,248,038.72 139,414,634.53 67.31% 
主要系本期销售回款以承兑结算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54,837,592.13 11,118,452.78 393.21% 
主要系本期与材料、设备采购相关的

预付款增加且未到结算期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987,929.47 7,324,249.82 50.02% 
主要系本期将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32,153,190.78 68,793,190.78 92.10% 
主要系本期新增对北京航天和兴科技

有限公司的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162,402,946.16 89,985,428.32 80.48% 
主要系本期将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无形资产 117,910,904.40 86,233,885.84 36.73% 
主要系本期将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短期借款 454,000,000.00 311,000,000.00 45.98% 

主要系本期短期银行贷款增加及本期

将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3,051,120.00 6,980,270.00 -56.29% 
主要系本期期权汇率发生变动影响所

致。 

应付票据 125,013,654.75 56,554,221.97 121.05% 
主要系本期采购以承兑结算增加所

致。 

应付账款 323,622,146.79 186,599,868.73 73.43% 
主要系本期将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预收款项 0.00 17,249,570.10 -100.00% 

主要系本期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将

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

商品的义务部分由预收款项调整为合

同负债。 

合同负债 22,032,538.25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将

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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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义务部分由预收款项调整为合

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48,153,425.25 31,869,225.29 51.10% 
主要系本期将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应交税费 13,396,860.28 8,348,338.09 60.47% 
主要系本期将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应付款 29,920,002.48 76,893,005.81 -61.09% 
主要系本期公司回购部分股权激励限

制性股票所致。 

长期应付款 19,882,556.05 750,691.70 2548.56% 
主要系本期将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递延收益 225,806,347.40 98,038,782.07 130.32% 
主要系本期将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

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库存股 100,142,552.13 157,307,786.13 -36.34% 
主要系本期公司回购部分股权激励限

制性股票所致。 

利润表科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81,008,845.04 59,477,500.13 36.20%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及将南京飞

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7-9月份利润

表数据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收益 24,876,295.00 17,880,272.68 39.13% 

主要系本期摊销的政府补助增加及将

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7-9月

份利润表数据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投资收益 36,419,211.53 55,550,898.81 -34.44%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经营业绩下滑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929,150.00 -3,154,330.00 224.56% 主要系本期期权汇率发生变动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3,507,805.09 4,430,211.93 -179.18%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导致坏账增

加。 

资产减值损失 -563,238.30 1,205,519.76 -146.72% 
主要系本期计提部分存货跌价准备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198,622.71 8,598,430.47 -102.31% 
主要系上年同期处置全资子公司孟州

市优屋优美置业有限公司所致。 

营业外收入 898,265.61 118,397.97 658.6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非日常经营活动

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4,259,127.63 238,648.58 -1884.69% 

主要因为本期控股子公司中原内配集

团安徽有限责任公司与安庆帝伯格茨

缸套有限公司关于专利权纠纷一案中

胜诉致2018年已计提的650万预计负

债冲回。 

现金流量表科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237,463.88  89,364,504.66  -60.57% 

主要系公司国内销售增长幅度较大，

国内客户主要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且结算周期较长的客户销售增长较大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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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0,264,339.44  74,786,982.40  -341.04% 

主要系本期新增对北京航天和兴科技

有限公司的投资、受让南京飞燕活塞

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灵动飞扬科技

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部分股权，以及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8,760,637.79  -44,465,860.51  -32.15%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94,458,970.36  119,987,706.57  -262.07%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减少以及对外投资和偿还银行

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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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6年8月12日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原内配集团安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公司”）

与安庆帝伯格茨缸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伯格茨公司”）关于专利权纠纷一案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受理，2018年2月2日该案件由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6）皖01民初327号一审判决，判处安徽

公司赔偿帝伯格茨公司专利侵权损失650.00万元。安徽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2018年11月9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皖民终40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6）皖01民初327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19年3月4日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9年5月24日该案件由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皖01民初601

号一审判决，驳回帝伯格茨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帝伯格茨公司不服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2020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283号终审判决，驳回帝伯格茨公司上

诉请求，维持原判。 

2、为满足本公司联营企业江苏灵动飞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动飞扬”或“目标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解决经营资金需求，经灵动飞扬2020年度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其现有股东以增资扩股的形

式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共计人民币700万元，对应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700万元，其中：本公司

增资580万元，对应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58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灵动飞扬44.45%股份，成

为其第一大股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对江苏灵动飞扬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2020 年 09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20-057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月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9年1月25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并于2019年2月27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司拟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拟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为8.4元/股。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如未

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回购股份应全部予以注销。（公告编号：2019-015）   

截至2020年1月24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期限届满。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的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4,734,459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2.43%，最高成交价为7.2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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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0,142,552.13元 （不含交易费用），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计划实施完成。

（公告编号：20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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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薛德龙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

竞争，更好的

维护中小股

东的利益，本

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

制人薛德龙

先生承诺：①

本人不以任

何方式从事

（包括与他

人合作直接

或间接从事）

或投资于任

何业务与中

原内配相同、

类似或在任

何方面构成

竞争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

机构；②当本

人及可控制

的企业与中

原内配之间

存在竞争性

同类业务时，

2010 年 07 月

16 日 
永久 

报告期内，有

效履行其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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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及可控

制的企业自

愿放弃同中

原内配的业

务竞争。③本

人及可控制

的企业不向

其他在业务

上与中原内

配相同、类似

或构成竞争

的公司、企业

或其他机构、

组织或个人

提供资金、技

术或提供销

售渠道、客户

信息支持。 

公司 分红承诺 

其他承诺（股

东回报规

划）：在满足

现金分红条

件下，未来三

年（2018 年至

2020 年）公司

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当不

少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20%。 

2018 年 04 月

24 日 

2018 年至

2020 年度 

报告期内，有

效履行其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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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9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2]986号）文件核准，公司向特定的十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

25,110,000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21.52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4,036.72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2,059.76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1,976.96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累计投入

54,317.5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存放期间累计利息收入净额2,340.54万元，期末余额0元。截至公告披露

日，剩余一个募集资金专户正在注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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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

资金 
28,210 11,830 0 

信托理财产品 
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

资金 
2,000 0 0 

其他类 
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

资金 
15,900 0 12,900 

合计 46,110 11,830 1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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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购买上海良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卓资产”）已到期尚未兑付

的“良卓资产银通2号票据投资私募基金”、“良卓资产稳健致远票据投资私募基金”合计余额为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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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9年3月22日，公司收到良卓资产关联方上海新菁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代良卓资产划付的理财本

金100万元，截至目前尚有10,900万本金未收回。 

 2019年3月25日，公司通过孟州市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申请协助冻

结良卓资产及其利益关联方所持有的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计10,900万股股权，实际冻结

9,300万股，占如皋银行总股本的9.30%，冻结期限为自冻结之日起3年（详见公告2019-018、2019-019）。 

 2019年12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发布沪公静（经）立字（2019）108839号立案决定书，决

定对良卓资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 

 2020年4月20日，河南承通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结论明确“杨骏合计承担连带给

付责任的15,244,755股如皋银行股权中原内配属于司法首轮冻结；孟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调解书

先于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事立案，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事立案不能终止中原内配依法强制执行拍

卖杨骏持有的15,244,755股如皋银行股权，中原内配能够依法取得杨骏持有的15,24,755股如皋银行股权，

但因受疫情影响，取得上述股权的具体时间尚不能确定。” 

 鉴于以上情况，根据谨慎性原则，2019年末公司根据冻结股份市场价及预期偿付率计算，计提减值

准备46,267,833.17元。 

公司将继续通过各种合法合规方式，最大程度的减少公司潜在损失，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权益。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购买上海华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到期未兑付的“华领定制5号银行承兑汇票

分级私募基金”余额为2,000万元。 

2019年 12 月 2 日，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警方通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已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对华领资产以涉嫌集资诈骗罪立案侦查。截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鉴于以上情况，

根据谨慎性原则，2019年末公司针对该项资产按照 100%的比例计提了2,000 万元减值准备。 

公司将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取证、依法表达诉求，通过法律途径切实维护公司、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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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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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之法定代表人

签字和公司盖章页）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法定代表人： 

 

薛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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