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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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史利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正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海廷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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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498,213.75 2,917,164,237.96 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50,641,306.12 2,755,493,632.22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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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440,893.68 66.09% 1,247,545,998.69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692,923.04 371.25% 95,147,673.90 3,17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533,986.22 326.32% 57,740,914.85 2,438.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6,130,743.54 -596.28% -275,620,520.90 -296.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5 371.24% 0.1820 3,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5 371.24% 0.1820 3,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1.06% 3.39%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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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5.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53,4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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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641.47  

债务重组损益 2,176,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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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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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017,469.03 主要为原子公司股东补偿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87,952.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3,269.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7,872.19  

合计 37,406,75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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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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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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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剑 境内自然人 21.42% 112,000,000 112,000,000 质押 112,000,000 

朱兰英 境内自然人 19.70% 103,004,898 103,004,898 
质押 86,591,996 

冻结 16,799,997 

青岛亚星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57% 70,955,745  

质押 70,955,745 

冻结 70,955,745 

夏东明 境内自然人 5.49% 28,704,798 17,427,914 
质押 10,507,859 

冻结 28,704,798 

曹林芳 境内自然人 3.46% 18,081,077 10,366,310 
质押 1,600,000 

冻结 18,081,077 

深圳市意汇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8% 12,419,440 12,419,440 冻结 12,419,440 

修涞贵 境内自然人 1.15% 5,994,123 5,994,123 冻结 5,994,123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深大通

员工持股计划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4% 5,96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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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未来资管－

宁波银行－深大

通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05% 5,484,818 5,484,818   

罗承 境内自然人 0.83% 4,351,093 2,913,145 
质押 1,942,096 

冻结 4,35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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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70,955,745 人民币普通股 70,955,745 

夏东明 11,276,884 人民币普通股 11,276,884 

曹林芳 7,714,767 人民币普通股 7,714,76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深大通

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969,078 人民币普通股 5,969,078 

蒋阳俊 3,098,036 人民币普通股 3,098,036 

徐雄翔 2,820,580 人民币普通股 2,820,580 

连云港新通佳贸易有限公司 1,61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4,300 

罗承 1,437,948 人民币普通股 1,437,948 

华安未来资管－宁波银行－深大

通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75,355 人民币普通股 1,175,355 

孝昌和泰兴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姜剑、朱兰英系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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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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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147,673.9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2.96%，主要原因系：1）随

着公司综合运营能力的提升及疫情平稳后市场需求逐步复苏，公司现阶段主营业务发展稳定、态势良好；2)公司2019年末完

成了对原子公司视科传媒股权剥离，经营亏损减少，对公司经营利润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3）公司报告期内确认业绩补

偿收益，净利润增加。 

2、2020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47,545,998.69元，营业成本1,111,696,301.16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减少15.34%和19.25%，

主要原因系：1）受新冠疫情及经济形势波动等多因素影响，公司基于广告传媒行业发展状况及子公司业绩承诺期结束后尚

处于内部整合阶段等考虑，主动对广告传媒业务进行了收缩，广告传媒业务收入减少，营业成本相应减少；2）公司2019年

将原子公司视科传媒剥离，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减少。 

3、2020年1-9月，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开支分别为9,290,019.22元、32,815,253.46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减少45.22%和25.97%，

主要原因系广告传媒业务规模收缩，营业收入减少，相应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开支减少。 

4、2020年1-9月，公司实现净财务收益14,202,303.60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0.96%，主要原因系随着公司将更多资金用于日常

经营业务，闲置资金减少，银行利息收入减少。 

5、2020年1-9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5,620,520.9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96.30%，主要原因系随着供应链

管理业务、民间资本管理业务规模的扩大，经营性资金支出增加。 

6、2020年1-9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6,654,553.7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8.36%，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公

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且尚未到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额较大。 

7、2020年1-9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2,000,000.0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8.86%，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主要为新

成立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实缴资本，去年同期筹资活动现金流主要为偿还短期银行借款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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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就《差额补足协议》等相关合同履行事宜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山东省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诉讼保全冻结了公司部分资金账户，截至2020年9月30日涉及金额33,468.63万元。目前案件尚

无判决结果。 

2、公司就交易对手方未完成业绩承诺、应收账款承诺及资产减值补偿事项，向被告夏东明、朱兰英、罗承、修涞贵、蒋纪

平、黄艳红、龚莉蓉、杭州淳安嘉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曹林芳、李勇、莫清雅、曹建发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业绩

补偿金、应收账款承诺补偿金、资产减值补偿金等共计143,148.18万元。目前案件尚无生效判决结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07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2020-7-14  2020-054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2020 年 08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  2020-8-4  20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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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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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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曹林芳；李

勇；莫清雅；

曹建发 

应收账款回

款承诺 

1、负责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以前收

回冉十科技

2018 年账面

所列的全部

剩余应收账

款，其中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前收回不低

于 1.2 亿元。

2、负责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

冉十科技

2019 年产生

的全部应收

账款。 

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自协议签署

日即 2019 年

11 月 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冉十科

技收回 2018

年 12 月 31日

账面应收账

款 10326.69

万元。  

曹林芳；李

勇；莫清雅；

曹建发 

业绩补偿 

和解协议生

效后 3 日内启

动将其持有

的深大通的

股票 1706724

股全部补偿

给除曹林芳、

李勇、莫清雅

之外的深大

通其他股东

的办理手续，

同时将该补

偿股份历年

的现金分红

78.94 万元归

还给公司。 

2019 年 12 月

18 日 
 

冉十科技原

股东未启动

将其持有的

深大通股票

1,706,724 股

补偿给除冉

十科技原股

东及曹建发

之外的深大

通其他股东

事宜。公司也

未收到冉十

科技原股东

历年现金分

红 78.94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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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发 
资产减值补

偿 

将其持有的

青岛鑫中天

创新生物医

药科技研究

所有限公司

30%股权及其

相关权益转

让给深大通

或深大通指

定的第三方，

作为曹林芳、

李勇、莫清雅

三人的资产

减值补偿。 

2019 年 12 月

18 日 
 未履行。 

修涞贵、罗

承、蒋纪平、

龚莉蓉、黄艳

红、杭州淳安

嘉源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

公司（原名称

宁波华夏嘉

源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补偿承诺 

各方按照合

计 2.4 亿元的

金额以现金

方式对深大

通进行补偿，

各方应在

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向深

大通支付第

一期补偿金

合计 1.2 亿

元，各方应在

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再向

深大通支付

第二期补偿

金合计 1.2 亿

元。 

2019 年 12 月

18 日 

2020 年 12 月

15 日 

截止2020年9

月 30 日，收

到上述部分

股东补偿款

共计 8,688.80

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公司将会积极督促视科传媒原股东及冉十科技原股东继续履行相关义务，并将视其实

际履行情况采取包括处置股票及其他相关资产在内的系列措施，积极维护上市公司权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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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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锦泰期

货有限

公司 

无关联

关系 
否 

期货（动

力煤） 
466.75 

2020 年

05 月 28

日 

2020 年

10 月 21

日 

0 466.75 228.88  238.16 0.08% 0.29 

合计 466.75 -- -- 0 466.75 228.88  238.16 0.08% 0.29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9 年 11 月 11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进行衍生品投资并非以获取风险报酬为主，而是为合理缓释供应链管理业务中商

品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等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冲击，锁定煤炭等大宗贸易业务在手订单收

益。  

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主要以煤炭、铁精粉等大宗贸易为主。受新冠疫情影响，宏观经

济稳定运行影响因素日趋复杂，供应链管理业务运行中交易产品品种的供需及市场价

格波动不确定性增加，为及时锁定在手订单收益，公司结合在手订单交易品种及数量

等购买了相应的动力煤期货合约头寸，以合理对冲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 

公司为有效管控衍生品持仓风险采取的主要控制措施有：1）将衍生品投资交易与公司

供应链管理业务相匹配，严格控制衍生品交易种类，以更好的管控衍生品投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只投资了与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交易品种密切相关的一个期货品种-期货

（动力煤）；2）严格控制衍生品持仓头寸规模，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衍生品交易，

进而合理控制风险、锁定在手订单利润，本报告期末投资金额仅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

产 0.08%；3）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开展衍生品投资，根据先审批、后交易

及事前、事中、事后风险管理等要求规范衍生品投资各环节操作；4）选聘具有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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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经验、熟悉衍生品市场和公司业务的合格人才执行衍生品投资交易操作，对每日

对持仓情况进行跟踪及反馈，对可能出现的交割风险制定应急处理预案，降低操作风

险并更好的动态监控持仓风险；5）建立岗位交叉监督反馈机制，通过交易员与结算员、

财务部、审计部等交叉管控、相互稽核，及时发现并处理投资中的各类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报告期内，公司持仓的衍生品为动力煤期货合约，该衍生品在郑商所进行公开交易，

具有活跃交易市场，其公允价值直接按市场价格计算，无需设置各类参数。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上一报告期公司未开展衍生品交易投资。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召开了董事会十届六次会议和监事会十届五次会议，2020年7月15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传媒生态链资金投入方式变更的议案》，鉴于拟投入传媒生态链项目的募集资金被冻结，为不影响项目的

推进，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继续投入；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了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将38,190.95万元募集资金及其相关利息收

入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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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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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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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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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