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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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筱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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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3,220,910.29 6,138,775,640.18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03,090,269.20 1,174,360,982.75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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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10,963.77 197,116,541.46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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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301,092.06 1,785,229,851.84 -2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2,645,305.07 5,272,860.74 -3,94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6,458,275.88 -57,216,857.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4 0.37 减少 18.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02 -4,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02 -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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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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9,309.13 12,840,519.1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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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9,072.04 20,169,298.86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2,753,292.27 13,508,728.3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64,895.53 -6,533,496.81  

所得税影响额 -5,230,015.93 -6,172,078.70  

合计 27,276,761.98 33,812,9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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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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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长运集团

有限公司 

65,676,853 23.09 0 
无 

 国有法人 

南昌市政公用

投资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47,412,800 16.67 47,412,800 

无 

 国有法人 

洪云 4,721,600 1.66 0 无  未知 

发达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4,360,000 1.53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西省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4,127,361 1.45 0 
无 

 国有法人 

原俊锋 2,901,000 1.02 0 无  未知 

吴晓春 1,739,730 0.61 0 无  未知 

雷晓芳 1,689,484 0.59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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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佩 1,673,300 0.59 0 无  未知 

赵委 1,612,400 0.57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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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65,676,853 人民币普通股 65,676,853 

洪云 4,721,6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1,600 

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60,000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127,361 人民币普通股 4,127,361 

原俊锋 2,9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1,000 

吴晓春 1,739,730 人民币普通股 1,739,730 

雷晓芳 1,689,484 人民币普通股 1,689,484 

赵玉佩 1,67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3,300 

赵委 1,61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2,400 

蒋建庆 1,14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江西长运集

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江西

长运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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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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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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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本期数 期初数/上期数 变动额 变动率（%） 

应收票据 40,674,996.52 30,814,564.97 9,860,431.55  32.00  

预收款项 15,413,814.10 112,024,969.11 -96,611,155.01 -86.24 

应交税费 52,266,342.63 82,088,854.01 -29,822,511.38 -36.3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1,210,000.00 350,739,652.77 -309,529,652.77 -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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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67,757,680.73 170,099,745.57 -102,342,064.84 -60.17 

递延收益 50,315,852.90 29,070,000.00 21,245,852.90 73.09 

资本公积 656,737,604.11 479,230,620.73 177,506,983.38 37.04 

未分配利润  87,578,579.20 287,285,060.27 -199,706,481.07 -69.52 

投资收益 -319,983.77 745,429.68 -1,065,413.45 -142.93 

资产处置收益 14,000,819.66 82,339,643.32 -68,338,823.66 -8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2,645,305.07 5,272,860.74 -207,918,165.81 -3,943.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5,410,963.77 197,116,541.46 -101,705,577.69 -51.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7,907,000.20 -81,551,342.41 -116,355,657.7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5,535,752.94  -83,962,938.01 269,498,690.95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景德镇市恒达物流有限公司 2020年 1至 9

月应收运费增加应收票据所致。 

（2）预收账款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将期初“预

收账款”金额调整至“合同负债”。 

（3）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税留抵重分类调整所致。 

（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公司兑付了 2020年 8月到期的公司债

本息，以及归还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5）长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公司将部分需在一年内还款的长期借款列为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6）递延收益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站场建设补助所致。 

（7）资本公积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于 2020 年 6月非公开发行 4,741.28万股 A股股票，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7,785,733.50元，其中计入股本 47,412,8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

180,372,973.50元。 

（8）未分配利润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比例较大。 

（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于 2020年 1至 9月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

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0）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变动，主要系公司子公司于报告期处置资产产生的利得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2020

年 1至 9月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5.15 亿元，而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仅减少 3.04

亿元所致。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8,528.54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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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变动，主要系公司于 2020年 6月非公开发行

4,741.28万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7,785,733.50元，使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增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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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晓 

日期 2020年 10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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