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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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钟建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甘樟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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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5,631,507.42 4,802,004,398.29 -1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89,584,220.87 2,921,353,666.20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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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172,613.29 448,625,689.78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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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219,661.80 2,280,934,145.54 -1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58,445,643.84 389,356,046.65 -3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7,332,160.81 218,463,828.12 -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9827 14.7389 减少 5.75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88 0.2694 -33.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88 0.2694 -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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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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85.07 88,835.33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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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251.60 5,357,439.6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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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452,129.82 21,047,873.21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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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34,0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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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

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0,094,191.59 19,018,433.43 
托管和义、月湖项

目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2,430,296.22 2,592,689.4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9,718.55 -374,643.48  

所得税影响额 -3,595,413.05 -6,751,144.52  

合计 25,115,152.56 41,113,4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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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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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12,148,455 76.95 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市银河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20,103,747 1.39 0 无 0 其他 

王跃旦 5,871,169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567,000 0.32 0 无 0 国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标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 

3,667,000 0.25 0 无 0 其他 

张志汉 2,718,501 0.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中证全指建筑材料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395,034 0.17 0 无 0 其他 

王建飞 2,385,4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彩仙 2,315,000 0.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茂德 2,306,00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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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12,148,455 人民币普通股 1,112,148,455 

宁波市银河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20,103,747 人民币普通股 20,103,747 

王跃旦 5,871,169 人民币普通股 5,87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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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5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7,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标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3,66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7,000 

张志汉 2,718,501 人民币普通股 2,718,5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

全指建筑材料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2,395,034 人民币普通股 2,395,034 

王建飞 2,38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5,400 

高彩仙 2,3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5,000 

孙茂德 2,30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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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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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或本期数） 

期初数 

（或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

例% 
备注 

应收票据 351,192,943.20  575,370,633.08  -224,177,689.88  -38.96  注 1 

应收账款 114,782,837.08  85,138,889.23  29,643,947.85  34.82  注 2 

预付款项 45,836,903.56  19,863,090.72  25,973,812.84  130.76  注 3 

其他流动资产 226,331,326.70  1,016,733,036.12  -790,401,709.42  -77.74  注 4 

在建工程 14,758,237.58  4,322,558.75  10,435,678.83  241.42  注 5 

长期待摊费用 12,617,146.83  19,645,455.87  -7,028,309.04  -35.78  注 6 

短期借款 61,032,550.33  193,283,387.49  -132,250,837.16  -68.42  注 7 

应付账款 189,145,161.36  277,141,004.04  -87,995,842.68  -31.75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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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0.00  109,846,550.95  -109,846,550.95  -100.00  注 9 

长期借款 0.00  399,325,245.43  -399,325,245.43  -100.00  注 10 

财务费用 4,069,479.27  54,028,431.34  -49,958,952.07  -92.47  注 11 

其他收益 37,250,303.38  59,351,420.09  -22,101,116.71  -37.24  注 12 

投资收益 22,708,399.81  44,185,920.73  -21,477,520.92  -48.61  注 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92,172,613.29  448,625,689.78  143,546,923.51  32.00  注 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15,765,315.65  1,758,910,941.43  -1,043,145,625.78  -59.31  注 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44,306,436.25  -3,156,804,461.60  2,012,498,025.35  不适用 注 16 

注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收款及背书所致； 

注2：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子公司科环公司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注3：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主要系水泥板块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注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主要系赎回到期的结构性存款所致； 

注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广场公司天一广场改造投入所致； 

注6：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本期提前归还工商银行长期借款导致银团安排费

提前摊销完毕所致； 

注7：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主要系公司提前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注8：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主要系新平公司支付资产收购款及水泥板块应付材料款减少

所致； 

注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主要系公司提前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注10：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主要系公司提前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注11：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提前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注12：其他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水泥销售业务即征即退的增值税同比减少

2,463.39万元所致； 

注13：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理财规模减少，相应收益减少1,933.65万元

所致； 

注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同比减少0.27亿元，增值税税率下调以及19年缴纳缓交税款等原因致使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减少

1.47亿元所致； 

注1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一是去年同期收到重大资产出售

转让价款及相应利息20.27亿元，二是购买理财产品净额同比减少10.30亿元所致； 

注1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一是偿还债务和取得借款的现金

净额同比减少22.48亿元，二是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2.35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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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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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疫情期间减免租金（联营收益）实施情况 

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减轻天一广场中小微企业商户因疫情造成的经营压力，支持商户

发展，公司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八条意见》

（甬政发[2020]2号）、宁波市国资委《关于落实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有关事项的通知》（甬国资

发[2020]9号）文件精神，结合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场公司”）

实际情况，公司九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广场公司疫情期间减免租金（联营收益）细则》，

对符合条件的天一广场内的相关商户进行减免租金（联营收益）,最高减免额为 6,500 万元，最终

以实际执行金额为准。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临 2020-013号公告。 

根据宁波市国资委 7月 22日印发的《宁波市国资委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减

免房租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在前次发布的《疫情期间减免租金（联营收益）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的基础上，结合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场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广场公司疫情减免租金（联营收益）展期

实施操作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天一广场内的中小微企业在减免 2个月租金（联营收益）的基础

上，展期至 3个月。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广场公司疫情减免租金（联营收益）展期

实施操作办法》，本次租金（联营收益）最高减免额为 1,800万元，最终以实际执行金额为准。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公司临 2020-029号公告。 

报告期内，中小微企业（含个体户）减租审核工作已完成，2020年 1-9月份已实际减免租金

（联营收益）含税金额 6,139 万元（其中首次减免 4,676万元，展期减免 1,463 万元），影响当

期收益 5,819万元。 

2、关于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天一广场提升改造项目（一期）实施情况 

天一广场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场公司的核心商业地产,建成开放至今已超过十七年，亟需进行

全面的优化升级和改造。广场公司董事会和公司十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

司天一广场升级改造项目（一期）的议案》，并授权广场公司经营层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

围内全权推进及办理天一广场升级改造项目的具体事宜。 

广场公司根据宁波市委市政府就天一商圈提升的相关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天一广场在

业态、功能、形象、秩序和管理等多个方面的提升进行了方案制订。按照前期工作论证、研讨、

测算和筹备，拟将天一广场相关项目提升改造分为二个阶段进行：一期对内部铺装、喷泉、灯光

三项工程进行升级改造，初步预算 8,000万元，计划 2020年内完成。截止本报告期末，天一广场

提升改造项已投入 2,311万元，项目进展顺利。 

 

3、关于子公司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厂区）关停搬迁问题整改的进展情况  

因执行浙江省“大气十条”的要求，科环公司需要实施关停搬迁问题整改，在各级政府部门

的支持协调下，2019年 7月底，发改委通知明确的整改方案为：科环公司（余姚厂区）2020年底

原厂区关停、水泥粉磨系统搬迁。公司将抓紧制订粉磨系统搬迁及老厂区有效利用可行性方案，

报政府相关部门及公司董事会审批同意后实施。关停搬迁事项会对本公司 2021年及之后的效益产

生不利影响。（详见上交所网站本公司临 2019-034号公告）。 

按照宁波市发改委明确的整改方案，经科环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和公司十届三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科环公司拟投资 25,820.654万元建设“宁波科环年产 200万吨水泥粉磨系统搬迁项目”,

谨慎预计营业收入 80,570万元/年，利润 1,602万元/年，全投资税后静态回收期为 12.38年，项

目建设期 12个月（详见上交所网站本公司临 2020-032、033号公告）。 

 

4、2018年重大资产出售有关诉讼约定及其进展情况  

公司董事会顺应市场发展变化，于 2018年 5月 3日停牌启动了重大资产出售，整体打包出售

房地产业务股权及债权资产包。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 2018年 4月 30日，资产交割日 2018年 11

月 27日，出表日 2018年 11月 30日，成交价格 39.67 亿元，约定按 3：2：3：2 分四期付清，最

后一期交易款已于 2019年 10月底前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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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关于桃源路项目的约定：过渡期内及交割完成

日后，如宁海县国土资源局基于宁海县桃源街道北路东、庆安路北01地块（以下称“标的地块”）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纠纷事宜，向宁海宁房交付实物、土地使用权（含标的地块的土地使

用权）等非货币资产并/或向宁海宁房支付现金款项，且现金款项及/或非货币资产（以下统称“该

等资产”）的价值超出标的地块截至评估（审计）基准日的评估价值，则上市公司有权按照截至

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签署之日上市公司间接持有宁海宁房的股权比例（即74.87%），对该等资产价

值超出标的地块截至评估（审计）基准日的评估价值的部分享有相关权益。以上相关事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临2016-010、2017-027、2018-002、2018-005号公告

和宁波富达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2020年上半年，宁海宁房置业有限公司与对方协商一致，签署了《调解协议书》，双方达成

一致的主要内容：1、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履行编号为3302262010B01119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2、为彻底解决本案争议，加快开发进度，对方同意按照宁海宁房置业有限公司的指定，

向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8000万元人民币；其中6000万元于出让地块建设项目取得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进场施工之日起10日内支付，余款2000万元于该建设项目全部结顶之

日起10日内支付。 

本公司将继续对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予以积极关注，待宁海方支付补偿款后，及时将属于本

公司的部分款项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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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钟建波 

日期 2020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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