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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2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0-187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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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庄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凡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房新芬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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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1,005,796.78 6,065,098,464.61 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92,151,092.88 2,893,091,442.75 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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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4,640,084.71 33.91% 3,736,064,750.36 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1,062,676.44 21.25% 207,785,696.28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0,562,250.82 9.75% 195,119,269.79 -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9,972,132.46 3,709.93% -206,325,786.19 -436.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6.67% 0.3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6.67% 0.3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7% -0.48% 6.8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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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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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7,334.5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426,395.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74,406.8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47,697.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07,339.8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253.79  

合计 12,666,426.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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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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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小红 境内自然人 24.40% 176,057,928 0 质押 122,000,000 

庄展诺 境内自然人 10.12% 73,009,350 54,757,012 质押 38,250,000 

陈一 境内自然人 2.05% 14,798,600 0 质押 10,784,000 

广州市玄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百顺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1% 13,059,500 0   

宁仙桃 境内自然人 1.71% 12,310,800 0   

李卓 境内自然人 1.57% 11,349,688 0   

严勇 境内自然人 1.21% 8,698,217 8,698,217   

刘广华 境内自然人 1.11% 8,000,000 0   

深圳市中装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6,444,200 0   

张昕   0.80% 5,802,0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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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小红 176,057,928 人民币普通股 176,057,928 

庄展诺 18,252,338 人民币普通股 18,252,338 

陈一 14,79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98,600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05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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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元百顺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宁仙桃 12,31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10,800 

李卓 11,349,688 人民币普通股 11,349,688 

刘广华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444,200 人民币普通股 6,444,200 

张昕  5,802,072 人民币普通股 5,802,072 

冯泽伟 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庄小红与庄重系夫妻关系，庄展诺是庄小红与庄重的长子，除上述情况外，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百顺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533,700 股；宁仙桃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310,800 股；李卓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1,349,688 股；张昕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 4,549,761 股；冯泽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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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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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主要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61,750,000.00 0.00 100.00%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未到

期所致 

应收票据 58,405,260.43 40,922,931.79 42.72% 主要系工程收款使用票据

结算增加所致 

合同资产 1,523,316,678.07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将已经履约义务但尚未

与客户结算的金额在合同

资产列示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1,510,109.49 96,546,161.70 46.57% 主要系保证金和押金及备

用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044,542.38 9,935,214.60 -49.23% 主要系待认证进项减少所

致 

在建工程 171,165,645.90 113,539,461.80 50.75% 主要系总部大厦、惠州园区

的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494,700.00 2,494,700.00 200.42% 主要系对上海玳鸽信息投

资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567,945.22 0.00 100.00% 主要系科技园物业购买基

金理财增加所致 

商誉 116,890,854.24 3,824,882.75 2956.06% 主要系本期收购子公司形

成商誉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670,595.96 1,257,721.33 -46.68% 主要系本期摊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511,079.63 3,144,356.53 107.07% 主要系子公司应收账款回

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93,357,757.87 167,864,461.84 74.76% 主要系本期使用票据结算

款项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0.00 172,402,076.58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预收账款在合同负债列

示 

合同负债 197,808,285.93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预收账款在合同负债列

示 

应付职工薪酬 30,539,011.50 23,363,117.69 30.71%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增加，应

付薪酬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92,582,759.91 53,966,115.03 71.56% 主要系物业公司收取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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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97,500,000.00 1,000,000.00 9650.00%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重分类所致 

应付债券 0.00 35,959,255.17 -100.00% 主要系本期可转换公司债

券已转股和赎回所致 

长期借款 0.00 97,5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重分类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率  

管理费用     110,027,848.00         78,903,898.39  39.45% 主要系新增子公司费用支

出增加，摊销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8,107,334.52          2,714,030.90  198.72%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5,171,240.41         11,659,486.43  30.12% 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收入       7,348,584.51             44,000.00  16601.33% 主要系本期收到诉讼赔偿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9,222,991.40          1,210,000.00  662.23% 主要系对外捐赠支出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52,112,612.16         77,505,467.52  -32.76% 主要系公司本期使用高新

优惠税率计算所得税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6,325,786.19 61,227,937.41 -436.98% 主要系疫情后公司加快项

目推进建设，项目成本支付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600,174.53 -550,511,051.71 89.54% 主要系上期购买理财产品

支付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0,447,057.81 171,105,779.24 -141.17% 主要系本期回购股票支付

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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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严勇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19号），公司向严勇发行8,647,792股、向蔡史锋发行2,196,791股、

向王莉发行2,196,791股、向尹建桥发行663,095股、向陈东成发行580,127股、向张国清发行507,050股、向朱宜和发行466,369

股、向王光增发行444,429股、向魏春晖发行389,700股、向陈金明发行329,227股、向陈文发行273,428股、向高秀英发行208,878

股、向李连明发行139,795股股份购买深圳市嘉泽特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资产；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1,760

万元。 

公司于2020年7月18日发布公告：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实施完成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以2020年7月16日总股本

690,424,8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因公司已实施完成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对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发行价格由6.90元/股调整为6.86元/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

数量相应由17,043,472股调整为17,142,851股。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8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95575301F），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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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购买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深圳市嘉泽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泽

特”）100%股权已过户至中装建设名下。本次变更完成后，嘉泽特成为中装建设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17,142,851股，为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泽特100%股权所支付股份对价部分，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86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相关规定于2020年8月7日受理完成本次向发行

对象发行17,142,851股股份的相关登记申请，并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本次向发行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20年8月18日。 

截至2020年8 月21日，公司向6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4,117,647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8.33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17,599,999.51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10,619,686.4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6,980,313.02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8月21日出具的《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4,117,647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405号）。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20年8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登记手续，于2020年9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721,685,336股，注册

资本增至人民币721,685,336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2020 年 07 月 02 日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

公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及摘要 
2020 年 07 月 02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修订稿）摘要》相关公告 

关于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

公告 

2020 年 07 月 18 日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关于 2019 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2020 年 08 月 05 日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

完成的公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

告书 

2020 年 08 月 17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

公告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

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相关公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2020 年 09 月 01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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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

告书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

公告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

股份上市公告书》相关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9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票的议案》。截止

2020年9月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票644.4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9%，购买的最高价为7.97元/股、最低价为7.48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999.0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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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351号）核准，公司2016年11月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5,000,000股，发行价为

10.2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67,25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91,218,015.9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6,031,984.01元。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16年11月23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于2016年11月23日出具报告编号：天职业字[2016]16751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及银行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累计收益23,891,858.88元，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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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募集资金688,491,829.27元（其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175,569,138.16元），存放于募集资

金专户的余额为11,432,013.62元。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911号”文核准，中装建设获准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525,00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募集资金总额为525,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2,693,113.2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人民币512,306,986.80元，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9年4月1日将扣除承销费用 9,000,000.00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516,000,000.00元汇入中装建设募集资金专户。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19年4月1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9

年4月1日出具报告编号：天职业字[2019]18233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累计收益12,845,666.18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006,250.00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300,000,000.00元，从募集资金账户支付发行费3,693,113.20

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223,146,302.98元。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严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191号）核准的发行方案，核准中装建设向交易对象发行股份17,142,851.00股，支付现金5,040.00

万元，用于购买交易对象合法持有的深圳市嘉泽特投资有限公司合计100%的股权，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4,117,647.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8.3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7,599,999.51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0,619,686.49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6,980,313.02 元，太平洋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8月21日将扣除承销费用4,468,799.98元后的余款人民币113,131,199.53元汇入中装建设募集资

金专户。 

    该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20年8月21日，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0

年8月21日出具报告编号：大华验字[2020]000405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累计收益21,447.62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13,152,647.15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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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59,500 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6,175 6,1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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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 自有资金 556.79 556.79 0 

合计 166,231.79 6,731.79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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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庄重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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