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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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康宝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光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王维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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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075,269.87 2,119,048,880.09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85,119,797.41 1,300,779,792.7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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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650,147.46 59.22% 643,238,346.00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2,619,333.35 1,125.66% -13,954,888.39 7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292,942.63 516.90% -30,888,458.36 49.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4,411,848.85 1,099.23% 47,356,906.37 188.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9 1,122.50% -0.0134 71.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9 1,122.50% -0.0134 71.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3.68% -1.08%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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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8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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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0,518.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5,075.2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1,081.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26,658.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3,266.30  

合计 16,933,56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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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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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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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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53% 402,004,279  质押 69,832,403 

远大铝业工程

（新加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6.61% 173,306,391    

许磊 境内自然人 2.30% 23,950,000    

沈阳卓辉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 18,236,797    

沈阳福康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11,108,067    

许喆 境内自然人 0.50% 5,230,000    

魏玉芳 境内自然人 0.50% 5,230,000    

彭越煌 境外自然人 0.40% 4,160,000    

周汉富 境内自然人 0.26% 2,703,000    

罗春燕 境内自然人 0.24% 2,500,000    

许奎 境内自然人 0.21% 2,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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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402,004,279 人民币普通股 402,004,279 

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173,306,391 人民币普通股 173,306,391 

许磊 23,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50,000 

沈阳卓辉投资有限公司 18,236,797 人民币普通股 18,23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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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福康投资有限公司 11,108,067 人民币普通股 11,108,067 

许喆 5,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30,000 

魏玉芳 5,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30,000 

彭越煌 4,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0,000 

周汉富 2,7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3,000 

罗春燕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许奎 2,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72,204,279 股外，还通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9,800,000 股，合计持有

402,004,27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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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原因 

财务费用 6,035,980.31 -1,160,738.25 620.01% 本期汇率变动引起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389,959.87 1,516,938.17 -125.71% 本期长期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182,936.35 24,432.53 4741.64% 本期处置外埠房产所致 

其他收益 19,151,600.23 14,007,933.50 36.72% 本期疫情补贴和稳岗补贴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733,045.41 542,447.61 35.14% 本期收到的侵权赔偿金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14,087.65 44,573.92 604.64% 本期支付的赔偿金及罚款同比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503,816.54 -928,192.14 -62.02% 本期澳大利亚合资公司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 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356,906.37 -53,354,395.90 188.76% 本期各项成本费用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37,609.25 -11,355,674.84 104.73%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及本期购建

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39,117.76 -8,774,517.80 77.90% 本期支付保函保证金同比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2,452,285.85 -73,195,047.38 158.00% 本期经营、投资与筹资现金流变动综合后的影响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 主要原因 

预付款项 27,363,800.44 13,087,608.69 109.08% 本期预付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894,365.11 10,092,236.65 -41.60% 本期税金重分类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26,800,057.06 15,147,362.19 76.93% 本期总部增加未转固房产所致 

专项储备 3,224,205.79 1,598,513.43 101.70% 本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与实际发生额相比较多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081,307.85 249,491.47 -1335.04% 本期汇率变动引起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162,844,141.23 -100.00% 本年适用新收入准则科目调整所致 

合同负债 174,985,541.99  100.00% 本年适用新收入准则科目调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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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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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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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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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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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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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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0 -- 2,000 -10,718.78 增长 100.00% -- 118.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 -- 0.0192 -0.1027 增长 100.00% -- 118.66% 

业绩预告的说明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逐渐减弱，公司合同执行量逐渐增长，预计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略有升高，同时公司管理层通过推进管理改革，加强效率提升，推行模块化经营等措施，

使得降本增效取得了一定效果，因此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实现扭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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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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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5 月 08 日 
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 
其他 其他 网络投资者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动平

台发布的业绩说明

会、路演活动信息 

http://rs.p5w.net 

2020 年 09 月 03 日 
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 
其他 其他 网络投资者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动平

台发布的业绩说明

会、路演活动信息 

http://rs.p5w.net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宝华 

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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