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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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继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葛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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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3,953,516.12 2,172,662,223.27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41,195,824.78 1,297,759,266.91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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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7,723.79 34,066,665.78 -6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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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044,852.77 1,067,342,934.05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193,057.87 6,614,512.03 5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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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017,527.06 -6,568,454.1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423 0.513 增加 2.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 0.019 57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9 0.019 5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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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429.91 -761,4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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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00.00 8,714,143.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253.32 222,817.06  

合计 -608,776.59 8,175,5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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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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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民丰集团

有限公司 
122,500,000 34.87 0 冻结 84,300,000 国有法人 

姚督生 7,000,002 1.9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胡志平 3,216,500 0.9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汤超 1,678,500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爱洁 1,462,335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程从兴 1,100,0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宣琴 1,081,8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宿景顺 1,040,0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忠芹 1,000,000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治海 999,702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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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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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12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500,000 

姚督生 7,000,002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2 

胡志平 3,216,5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6,500 

汤超 1,67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8,500 

张爱洁 1,462,335 人民币普通股 1,462,335 

程从兴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宣琴 1,08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1,800 

宿景顺 1,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000 

张忠芹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陈治海 999,702 人民币普通股 999,7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其余股东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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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50,167,507.63 89,942,694.92 60,224,812.71 66.96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资金回笼以

及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

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0 35,539,000.00 -35,539,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

期赎回所致。 

其他应收款 6,751,591.30 18,483,862.08 -11,732,270.78 -63.47 

主要系本期收回融资租

赁保证金以及海盐土地

保证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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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25,360,450.30 10,309,127.67 15,051,322.63 146.00 
主要系本期浙江嘉丰购

建资产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0 1,547,160.00 -1,547,16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转入固定资

产所致。 

应付帐款 40,068,169.33 101,247,819.38 -61,179,650.05 -60.43 
主要系本期支付采购货

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 4,584,646.34 7,764,732.32 -3,180,085.98 -40.96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预

收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694,073.92 1,431,200.00 11,262,873.92 786.95 
主要系本期计提十三薪

以及部分年薪所致。 

应交税费 21,938,719.59 11,439,001.43 10,499,718.16 91.79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

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负债 
0 8,361,486.08 -8,361,486.08 -100.00 

主要系本期归还到期款

项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收益 8,714,143.66 1,754,398.00 6,959,745.66 396.70 

主要系本期收到沪昆

线嘉兴站扩建补偿款

所致。 

投资收益 -12,806,223.46 -3,032,550.49 -9,773,672.9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

投资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0 10,958,237.92 -10,958,237.92 -100.00 

主要系上期拍卖闲置

房屋及仓库被征收处

置收益，而本期无此

项。 

营业外支出 937,210.31 328,218.49 608,991.82 185.54 
主要系本期报废固定

资产处置损失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267,723.79 34,066,665.78 -21,798,941.99 -63.99 

主要系本期主营业务受

疫情影响销量减少导致

销售收入减少，收回现

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346,925.62 -116,584,205.22 127,931,130.8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

期赎回以及上年同期购

买理财产品、收购山打

士 25%股权款支付的现

金增加，两者相抵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029,604.31 61,374,599.01 -80,404,203.3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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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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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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外控采购成本，内控生产消耗等措施，使得营业成本得到有效降低，据此预测公司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会有较大幅度增加。 

 

 

                                                              

公司名称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继华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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