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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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小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期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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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238,952.54 2,678,354,010.05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425,475,062.67 1,413,787,395.35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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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38,029.09 49,198,247.58 -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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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5,803,493.20 1,674,697,744.08 -1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420,907.32 19,377,286.84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076,654.02 11,375,834.64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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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4 1.38 增加 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83 0.079 5.0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83 0.079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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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90.61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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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0 2,141,891.45 收到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894,976.00 7,673,586.53 现金管理收益 

所得税影响额 -554,246.40 -1,472,515.29  

合计 3,140,729.60 8,344,2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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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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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57,489,818 23.46  
无 

 国有法人 

章奕颖 12,131,200 4.95  
质押 

12100000 境内自然

人 

徐建方 12,093,198 4.93  未知  未知 

上海昀集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1,730,000 4.79  
未知 

 未知 

周宇光 9,051,600 3.69  未知  未知 

傅锋 5,527,885 2.26  未知  未知 

王建淼 5,277,500 2.15  未知  未知 

付增跃 4,643,600 1.89  未知  未知 

王建权 4,622,030 1.89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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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红炎

神州牧基金 

2,814,000 1.15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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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7,489,818 人民币普通股 57,489,818 

章奕颖 12,1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31,200 

徐建方 12,093,198 人民币普通股 12,093,198 

上海昀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1,7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30,000 

周宇光 9,051,600 人民币普通股 9,051,600 

傅锋 5,527,885 人民币普通股 5,527,885 

王建淼 5,2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7,500 

付增跃 4,643,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43,600 

王建权 4,622,030 人民币普通股 4,622,03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红炎神州牧基金 

2,8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除贵州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贵绳集团公司 56.29%的

股份，其他法人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权益关系。（2）前十名股

东中的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已流通的社会

公众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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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481.5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取得的未到期且未背书转让的应

收票据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53.6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预付异地整体搬迁项目设备采购

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付款：期末比期初增加103.35%，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取得贵绳集团向公司转付应急

过渡资金借款所致。 

4、长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增加177.6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异地整体搬迁项目建设贷款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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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3.8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工资及医疗保险增加所

致。 

6、财务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652.0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汇率变动的影响。 

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39.15%，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00.5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购

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和投资支付的现金为公司对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的资金。 

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3140.9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

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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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遵义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中心城区重点企业节能减排异地技改工作的意见》

遵府发[2008]37号文件要求，经公司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正式启动了异地整体搬迁项

目（以下简称新区搬迁）。     

 公司所处西部贵州遵义，受地理位置的限制，铁路是公司产品及所需原料运输的主要途径。

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包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将形成 55万吨产能，产

品及原料进出量将在 100万吨以上。      

由于川黔铁路遵义城区段外迁，使本公司铁路发运货场建设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本公司整

体搬迁项目（包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公司积极与遵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希望能尽快完成异地整体搬迁。 

（1）新区土地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区搬迁所需土地 1266.3亩已全部取得。  

（2）新区项目情况     

经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现有厂区金属制品异地整体搬迁项目委托贵州

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绳集团）迁建。协议约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需由

本公司配合或由本公司自行完成的工作，贵绳集团有权要求本公司予以配合或完成；贵绳集团所

接受之受托事项，可以委托第三方实施。详见公司 2018-021号《贵绳股份关于签订委托协议的公

告》。  

2018年 7月 10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异地技改

整体搬迁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贵绳集团与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遵义市南部新区管

理委员会、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丁方）签订协议，共同合作完成异地整体搬迁项目。

协议约定：丁方负责代建本项目除生产设备采购安装、铁路专线及货运场外的全部建筑安装工程，

确保工程质量符合国家验收规范（详见公司 2018-030 号公告）。      

报告期内，新厂区代建项目已完成各厂房、办公楼、科研和办公大楼、管综、绿化、电力等

设计及深度优化，各分厂土建主体全部完成；一至四分厂主体钢结构全部完成，五分厂主体钢结

构完成 85%；三、四分厂屋面板全部完成，一分厂屋面板完成 80%，二分厂屋面板完成 90%，五分

厂屋面板完成 40%。 

报告期内，异地技改整体搬迁项目中由公司负责的生产设备采购、安装、调试部分，公司已

完成设备采购招标，部分新购设备已到公司新区现场进行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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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现有六分厂可搬迁的生产设备已经搬迁至新厂区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其他各

分厂购买新增主体设备已开始加工制造，公司将根据新区厂房建设进度及设备交货情况进行设备

基础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 

公司严格按照“认真策划、保证质量、分秒必争、加快进度，打造贵州速度、遵义速度、贵

绳速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异地技改整体搬迁，着力建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工厂。更加

突出专、精、特的竞争优势，优化结构、升级产品。通过优质高效搬迁，搬出活力、搬出生产力、

搬出竞争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线材制品智能制造先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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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刚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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