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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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戈亚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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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23,266,418.05 30,751,317,655.76 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46,579,435.00 8,437,504,058.3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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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261,366.31 3,113,265,076.04 -1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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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1,209,253.94 6,105,878,151.00 1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1,982,478.03 640,518,276.68 1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7,972,567.37 637,895,886.95 7.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9 7.90 增加 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0 0.61 14.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0 0.61 14.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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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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238.73 3,066,960.04 
主要系本期确认固定资

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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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987.36 5,062,116.5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各类

奖励、补助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9,964.66 21,817,924.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1,233.02 -49,452.03  

所得税影响额 -308,955.11 -5,887,638.49  

合计 2,461,002.62 24,009,9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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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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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522,662,086 49.92 0 质押 39,308,176 国有法人 

常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96,458,412 9.21 0 无 0 国有法人 

昝圣达 70,000,000 6.69 0 质押 59,000,000 境内自然人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32,123,599 3.07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55,300 1.44 0 无 0 未知 

尹大勇 10,209,800 0.9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301,298 0.79 0 无 0 未知 

杨廷栋 7,860,043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蓝富坤 6,335,329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春晨 4,182,0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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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522,662,086 人民币普通股 522,662,086 

常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96,458,412 人民币普通股 96,458,412 

昝圣达 7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0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2,123,599 人民币普通股 32,123,59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5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55,300 

尹大勇 10,20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9,8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301,298 人民币普通股 8,30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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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栋 7,860,043 人民币普通股 7,860,043 

蓝富坤 6,335,329 人民币普通股 6,335,329 

高春晨 4,1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二大股东常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是第一大股东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者形成

一致行动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注：公司第十一大股东为戈亚芳，期末持股数量为 3,72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6%，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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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资产负债发生的重大变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同比增

减（%) 
变动原因 

1 应收款项融资 60,402,048.29 33,672,331.33 79.38 
本期末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到

客户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 预付款项 643,457,594.99 381,045,891.18 68.87 

本期末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IDC基础

设施业务订单增加导致预付货款增加

以及预付的商品房项目前期配套款增

加综合所致； 

3 其他流动资产 1,213,310,387.08 902,940,568.80 34.37 
本期末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本期预交

税金增加所致； 

4 长期应收款 33,116,126.00 48,272,906.53 -31.40 

本期末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子公司黑

牡丹建设根据合同约定的收款节点收

到部分BT项目工程款所致； 

5 在建工程 16,027,688.52 10,224,289.97 56.76 

本期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本期“南城

脚·牡丹里”项目持续建设以及子公

司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期末处于安装

调试阶段的设备增加所致； 

6 短期借款 985,846,598.21 1,676,774,252.12 -41.21 本期末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公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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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负债结构，本期归还到期的短期

银行借款所致； 

7 预收款项 1,615,777.59 8,885,290,320.10 -99.98 

本期末较上年末变动主要系公司于

2020年1月1日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

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价款超过已完成

的劳务部分确认为“合同负债”，故

公司本期将预收款项根据是否存在履

约义务进行分类，对于存在履约义务

的预收房款和预收货款重分类至“合

同负债”中核算，并追溯调整2020年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以及本期房地产

子公司销售情况较好，收到的预售房

款增加综合所致； 

8 合同负债 10,105,856,472.80  不适用 

9 应付职工薪酬 73,012,501.62 143,284,283.29 -49.04 
本期末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

上年末计提的职工薪酬所致； 

10 其他应付款 1,358,176,532.84 562,830,852.83 141.31 

本期末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

控股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往来款增加

所致； 

11 应付债券 2,024,392,105.21 1,254,620,021.84 61.35 
本期末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本期公司

发行10亿元中期票据所致； 

12 其他非流动负债  205,983,606.54 -100.00 

本期末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将于一年

内到期兑付的理财直融工具本金2亿

元及其应付未付利息转入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核算所致。 

（2）报告期内，利润构成发生的重大变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增减

（%) 
变动原因 

1 税金及附加 436,833,557.18 699,525,517.39 -37.55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房地产项

目公司预提土地增值税减少所致； 

2 销售费用 177,070,938.67 113,313,473.52 56.27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2019年12

月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

有限公司，其发生的收入、费用等均自2019

年12月份起被纳入公司合并利润表所致； 

3 研发费用 42,628,126.57 28,622,291.22 48.93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2019年12

月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

有限公司，其发生的收入、费用等均自2019

年12月份起被纳入公司合并利润表所致； 

4 信用减值损失 -6,859,884.48 3,404,579.87 -301.49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2019年12

月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

有限公司，其所计提的坏账准备自2019年

12月份起被纳入公司合并利润表所致； 

5 资产处置收益 3,302,436.38 -241,712.29 1,466.27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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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纺织有限公司处置旧设备确认净收益

所致； 

6 营业外收入 34,616,789.59 2,179,081.85 1,488.60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根据协议约

定，本期公司收到与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

技术有限公司有关的业绩承诺人所支付的

业绩补偿款所致； 

7 营业外支出 9,260,281.51 706,751.56 1,210.26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为抗击新

冠疫情，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外捐赠

支出所致。 

（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发生的重大变化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同比增

减（%) 
变动原因 

1 收到的税费返还 68,625,917.14 45,060,209.23 52.30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

期收到退税增加所致； 

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43,307,140.43 682,132,492.38 -64.33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

期收到北部新城暂付款减少所

致； 

3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49,798,000.00  不适用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

期赎回理财产品，同时退出投资

企业收回投资款并确认收益综

合所致； 

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6,781,734,042.02 4,568,550,046.19 48.44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

期支付土地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以及IDC基础设施业务订单增加

导致采购支出增加综合所致； 

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

的现金净额 

8,821,074.00 999,915.00 782.18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

期子公司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

处置旧设备导致现金流入增加

所致； 

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29,257,934.46 8,786,580.30 232.98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子

公司黑牡丹纺织有限公司本期

购置固定资产支出增加所致； 

7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3,423,208.51 63,000,000.00 -78.69 
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

期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8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联营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58,926,450.75  不适用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

期根据协议安排，支付2019年12

月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

限公司75%股权剩余股权交易款

所致； 

9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0,009,234.00 2,000,000.00 1400.46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

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增加所致； 

1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 1,534,359,646.06 810,648,537.80 89.28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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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现金 期控股子公司收到其少数股东

往来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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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公司2013年9月16日召开的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申报了发行总额不超过17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申请文件。 

公司于2016年7月8日发行了“2013年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为8.50亿元，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面值发行，票面利率为4.30%。2019年7月8日，该债券回售已实施完毕，“13牡丹02”公司债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235,707手（总面值23,570.70万元）。 

2、经公司2015年9月2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申请注册发行规模

不超过5亿元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 

公司于2016年5月26日发行了2016年度第一期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发行规模为2亿元，期限为5

年，单位面值为100元，发行利率为5.00%，发行款2亿元已于2016年5月27日到账。 

3、经公司2017年8月16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非公开发行总

额不超过15亿元（含15亿元）的公司债券。 

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2018年11月13日发行了“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5亿元，期限为2年，每张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

行，票面利率为5.64%，发行款5亿元已于2018年11月14日到账。 

4、经公司2017年8月16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以境外全资子公

司作为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券，发行总额度不超过1亿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2017年10月2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黑牡丹（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完成了境外债券的发行工作，

发行规模为1亿美元，期限为3年期，按债券面值平价发行，债券利率为5.80%，发行款1亿美元已

于2017年10月25日到账。 

5、经公司2018年9月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总额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的公司债券。 

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2019年9月24日发行了“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为10亿元，期限为5年，附第3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每张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票面利率为5.18%，发行款

10亿元已于2019年9月24日到账。 

6、经公司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

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元的中期票据。 

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2020年3月20日发行了“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为10亿元，期限为3年，每张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票面利率为

4.00%，发行款10亿元已于2020年3月23日到账。 

7、经公司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15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2019年9月10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注册1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将

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资金价格情况在有效期内择机发行。 

8、经公司2020年5月11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以境外全资子公司作

为发行主体发行境外债券，发行总额度不超过1.2亿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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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黑牡丹（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完成了境外债券的发行工作，

发行规模为1.2亿美元，期限为3年期，按债券面值平价发行，债券利率为5%，发行款1.2亿美元已

于2020年10月14日到账。 

9、经公司2020年5月11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目前申报材料已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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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戈亚芳 

日期 2020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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