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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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伟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伟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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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2,585,811.84 4,129,305,045.06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38,061,797.67 3,605,470,461.85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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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83,725.54 879,981,540.52 -1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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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697,467.45 80,774,445.88 11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57,285.23 1,202,542,457.94 -9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760,718.81 -265,578,564.7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 39.79 
减少 39.47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1.38 -99.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1.38 -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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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61,965.1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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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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634.60 4,049,096.5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782,4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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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7,499.76 -80,174,999.52 

主要系公司所持有

的浙商银行股价变

动导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782,784.3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4,751.52 56,344.6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0,769,926.09 19,062,846.78 

主要系公司所持有

的浙商银行股价变

动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负债所致 

合计 32,734,559.79 -55,503,4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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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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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26,300,000 38.65 0 
质押 324,6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冻结 326,300,000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7,230,000 5.59 0 

质押 2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冻结 47,230,000 

卢振华 16,422,676 1.95 0 质押 15,000,000 境内自然人 

楼明 15,950,000 1.89 0 
质押 15,450,000 境内自然人 

冻结 15,950,000 境内自然人 

楼忠福 14,591,420 1.73 0 冻结 14,590,000 境内自然人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13,891,493 1.65 0 未知  未知 

浙江广厦投资有限公司 4,867,229 0.58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宫和云 3,610,000 0.43 0 未知  未知 

王小平 3,532,800 0.42 0 未知  未知 

王辉 3,049,800 0.36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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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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2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300,000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7,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30,000 

卢振华 16,422,676 人民币普通股 16,422,676 

楼明 15,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50,000 

楼忠福 14,591,420 人民币普通股 14,591,420 

杭州股权管理中心 13,891,493 人民币普通股 13,891,493 

浙江广厦投资有限公司 4,867,229 人民币普通股 4,867,229 

宫和云 3,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0,000 

王小平 3,53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2,800 

王辉 3,04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楼忠福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2、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为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 3、楼忠福、楼明、卢振华、广

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广厦投资有限公司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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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9,300,000.00 3,100,000.00 200.0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0.00 11,654,125.00  -100.00% 主要系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本期到期承兑所致。  

应收账款 118,437,906.68 88,383,534.61  34.00%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影视剧结转收入，应收节目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6,703,162.80 15,000,000.00 211.3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收回部分应收款项所致。 

其他应收款 60,180,933.44 358,198,976.22 -83.20% 主要系本期收回原子公司往来款较多所致。  

存货 33,012,427.82 59,620,444.73 -44.63%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影视剧结转收入，相应结转成本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05,069.33 466,523.30 136.87% 主要系本期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35,448,182.04 27,250,720.26 30.0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结转收入，相应结转成本，形成暂估应付

款项所致。  

预收款项 541,966.66 5,822,150.57 -90.69% 主要系本期预收款项结转收入及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2,437,889.46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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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8,026,489.03 13,038,183.25 -38.44% 主要系本期支付以前年度未支付款项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4,386.58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库存股 0.00 4,059,718.40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回购股份注销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76,697,467.45  80,774,445.88  118.7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影视剧结转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 110,864,721.22  30,141,393.59  267.8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影视剧结转收入，相应结转成本所致。 

税金及附加 573,719.02  2,103,562.51  -72.73% 主要系本期原子公司天都实业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销售费用 30,609,876.56  22,094,947.72  38.54%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广告宣传费较多所致。  

管理费用 18,436,175.15 31,660,729.36 -41.77% 主要系本期原子公司天都实业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研发费用 6,354,973.56 3,488,656.26 82.1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研发服务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6,849,811.44 -26,650,523.46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银行定期存款利息结算，到期日差异所致。 

其他收益 4,049,096.53 2,095,033.42 93.2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影视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奖励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48,185,537.62 1,468,235,702.73 -96.72% 主要系上期转让子公司股权，确认收益较多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0,174,999.52 4,488,468.50 -1886.24% 
主要系浙商银行股权按公允价值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2,699,468.97 -189,509,267.73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应收款项变动较大，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变动较

大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896.59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782,784.34 20,679.02 3685.40% 主要系本期客户违约金和无需支付款项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9,068.51 332,570.21 -82.24%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支付赔偿、滞纳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468,486.95 100,391,267.69 -114.41% 
主要系上期转让子公司股权确认收益，计提的当期所得税较

多所致。 

现金流量表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483,725.54  879,981,540.52  -102.78% 

主要系本期原子公司天都实业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合并

范围变动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0,515,189.41  -769,773,916.7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回原子公司往来款较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3,606,763.56  -2,291,504,544.55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定期存单质押增加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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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概述 查询索引 
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

解决方案说明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厦控股”）在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

融资逾期，公司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23日、2020

年 10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

于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临 2020-015）、《关

于担保事项进展的公告》（临 2020-057） 

广厦控股于 2020年 10

月 23日向润兴租赁支

付了 200万元，截止本

报告披露日，广厦控股

正在进一步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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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厦控股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融资合同纠纷，公司为相关融

资提供质押担保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3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涉及诉讼

的公告》（临 2020-058） 

详见前述临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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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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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霞 

日期 2020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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