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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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植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菊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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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5,755,927.79 15,768,762,657.39 1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74,579,658.27 2,894,426,344.27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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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90,069.28 -321,302,445.4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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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7,482,101.70 12,541,211,339.23 1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130,112.88 156,751,753.36 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457,710.35 136,690,419.26 19.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4 5.57 增加 0.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32 0.1606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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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32 0.1606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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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59.00 -702,4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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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100.17 14,358,197.7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

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

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

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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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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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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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55,672.21 -1,564,648.6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4,555.77 -2,337,405.40  

所得税影响额 20,811.76 -2,081,332.75  

合计 -401,475.05 7,672,4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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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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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交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292,000,000 29.92 0 
无 

 国有法人 

浙江广天日月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75,339,200 7.72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一丁 14,820,000 1.5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潘信强 6,286,422 0.6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孟文华 6,128,868 0.6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文卫 6,000,000 0.61 0 无  境内自然人 

翁海勇 4,760,000 0.4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建国 4,550,000 0.4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惠琴 3,550,000 0.36 0 未知  未知 

陈晓寒 3,200,000 0.33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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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9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2,000,000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339,200 人民币普通股 75,339,200 

王一丁 14,8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20,000 

潘信强 6,286,422 人民币普通股 6,286,422 

孟文华 6,128,868 人民币普通股 6,12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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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卫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翁海勇 4,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0,000 

陈建国 4,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50,000 

徐惠琴 3,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0,000 

陈晓寒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徐文卫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孟文华、潘信强、王一丁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陈建国、翁海勇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除前述情况外，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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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金额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期末余额 

（2020年9月30日） 

上期期末余额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应收票据 835,480,539.01 532,263,448.41 303,217,090.60 56.97% 注1 

预付款项 497,654,688.84 315,132,860.55 182,521,828.29 57.92% 注2 

存货 708,946,234.00 5,092,919,998.79 -4,383,973,764.79 -86.08% 注3 

合同资产 6,252,122,849.85 0.00 6,252,122,849.85 / 注4 

持有待售资产 2,350,216.41 0.00 2,350,216.41 / 注5 

长期应收款 0.00 114,982,391.10 -114,982,391.10 -100.00% 注6 

在建工程 61,099,598.87 43,438,495.98 17,661,102.89 40.66% 注7 

其他非流动资产 648,592,135.36 312,552,940.15 336,039,195.21 107.51% 注8 

预收款项 0.00 790,292,231.13 -790,292,231.13 -100.00% 注9 

合同负债 2,788,428,868.50 0.00 2,788,428,868.50 / 注10 

应付职工薪酬 24,514,228.80 87,244,856.27 -62,730,627.47 -71.90% 注11 

应交税费 56,757,295.60 97,443,696.43 -40,686,400.83 -41.75% 注12 

长期借款 214,000,000.00 0.00 214,000,000.00 / 注13 

应付债券 477,106,740.42 0.00 477,106,740.42 / 注14 

长期应付款 10,450,186.00 1,400,000.00 9,050,186.00 646.44% 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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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注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上期末增长 56.07%，主要由于本期的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注 2：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上期末增长 57.92%，主要由于公司预付材料采购款、预付劳务分包款

增加所致。 

注 3：存货期末余额较上期末降低 86.08%，主要由于根据新准则的要求，本年存货期末余额中不

再包含已完工尚未结算工程款所致。 

注 4：合同资产期末余额较上期末增长，主要由于根据新准则的要求，新设科目合同资产进行列报

所致。 

注 5：持有待售资产期末余额较上期末增长，主要由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根据政府房屋征收文件要求，待处理相应被征收资产所致。 

注 6：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较上期末降低 100.00%，主要由于根据新准则要求，本期将该性质的长

期应收款于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所致。 

注7：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上期末增长40.66%，主要由于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市政工程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根据环保要求，对技术设备进行改造所致。 

注8：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增长107.51%，主要由于根据新准则要求，上期末余额

中的长期应收款，及距离到期日一年以上的质保金均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所致。 

注9：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上期末降低100%，主要由于根据新准则要求，本期将该性质的预收账款

于合同负债中列报所致。 

注10：合同负债期末余额较上期末增长，主要由于根据新准则要求，新设科目合同负债进行列报

所致。 

注11：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上期末降低71.9%，主要由于本期发放上期末计提的2019年年终奖

所致。 

注12：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上期末降低41.75%，主要由于本期支付了较多上期末计提的应交税费

所致。 

注13：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上期末增长，主要由于本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注14：应付债券期末余额较上期末增长，主要由于本期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所致。 

注15：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较上期末增长646.44%，主要由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冶金勘察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政府房屋征收，收到拆迁补偿款所致。 

 

2、利润表项目（金额单位：元） 

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研发费用 228,858,929.36 131,751,230.99 97,107,698.37 73.71% 注16 

其他收益 9,903,979.65 5,940,980.12 3,962,999.53 66.71% 注17 

投资收益 -30,475,931.89 2,109,121.13 -32,585,053.02 -1544.96% 注18 

信用减值损失 -89,017,385.89 -34,766,470.02 -54,250,915.87 156.04% 注19 

资产减值损失 0.00 -8,771,100.28 8,771,100.28 -100.00% 注20 

资产处置收益 -319,316.79 1,607,635.43 -1,926,952.22 -119.86% 注21 

营业外支出 4,980,470.65 2,494,971.08 2,485,499.57 99.62% 注22 

 

注 16：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73.71%，主要由于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注 17：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66.71%，主要由于财政补贴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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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8：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降低 1544.96%，主要由于根据新准则要求，本期将应收账款保理产生

的费用调整进入投资收益科目所致。 

注19：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156.04%，主要由于本期按谨慎性原则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注20：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降低100.00%，主要由于本期未发生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注21：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降低119.86%，主要由于本期资产处置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注22：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99.62%，主要由于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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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公开发行了 54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4,000.00万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33号文同意，公司 54,000.0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8月 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宁建转债”，债券

代码“113036”。 

 

3.2.2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1、本公司与宁波艾迪姆斯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1年7月28日，法院

判决宁波艾迪姆斯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及逾期利息45,517,598.82元,并承担判决日后逾

期还款相应的利息。一审判决后宁波艾迪姆斯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未提起上诉，判决生效。该案进

入执行程序后，因无财产可供执行，目前处于程序终结，待有财产时，可恢复执行。 

2、本公司与吉林白山和丰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双

方进行了调解，双方达成调解意向，省高院于2012年11月9日确认出具调解书。公司累计收到执行

款2,489万元，2015年5月8日，白山和丰置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和解协议，承诺以部分房产折

抵执行款38,464,504.00元，由于该房产在宁波中院首轮查封后，白山和丰公司与建行在法院查封

财产违法办理了抵押，并在建行诉和丰公司的借款纠纷案中，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

事调解书》，并对宁波中院的查封财产确认了优先权，因此无法办理过户。本公司向吉林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请撤销建行享有优先权的调解内容。2019年2月吉林省高院裁

定审驳公司诉讼请求，公司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经最高院审理，2019年12月下发《民事裁定书》，

裁定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初47号民事裁定，指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3、本公司与浙江华越置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公司于2015年11月收到民事判决

书，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华越置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本公司工程款

440,195,892.82元、履约保证金9,0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具体以440,195,892.82元为基数并自

2014年7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息标准予以计算，同

时扣减已实际支付的14,616,667元利息)；本公司就上述440,195,892.82元工程款有权在金华世贸

中心项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行使优先受偿权。2018年11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了民事裁定书，裁定华越置业破产重整，公司已申报相应债权。 

4、本公司于2014年6月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法院判决兰溪市喜瑞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简称“喜瑞地产”）支付拖欠本公司相关款项，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本公司

于2014年7月14日与喜瑞地产达成《和解协议》，2014年7月15日本公司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撤诉申请并获准许。因喜瑞地产等未能履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2015年3月本公司向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法院判决被告喜瑞地产、浙江三联、马文生、毛应秀、朱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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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宏、胡柏富履行相关义务。公司于2015年11月19日收到兰溪市喜瑞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债权申报通知书》，喜瑞地产向兰溪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获裁定受理，本公司按照承建

的喜瑞地产相关项目的工程核算情况向喜瑞地产管理人申报本公司享有的债权。2018年1月，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民事判决书》，判决喜瑞地产自收到判决书10日内支付本公司工程款

125,299,046元及利息20,148,086.60元，合计145,447,132.60 元，并支付相应工程进度款利息、

律师费、诉讼费、停工损失费等，并判决浙江三联集团、毛应秀、赵晓宏、朱绍军、胡柏富、马

文生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6月，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在25,172,578元工程款范围内对兰溪世贸151公馆7-9#

楼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公司

于2019年8月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在125,299,046元工程款范围内对

涉案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截止2020年9月累计收款43,684,062.07元。 

5、本公司与宁波镇海新恒德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本公司向宁波市镇海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宁波镇海新恒德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所欠本公司工程款、利息损失、

窝工损失等，并依法确认本公司的建设工程优先权。2016年1月，镇海区人民法院判决新恒德支付

工程款84,446,714.30元及利息5,440,159.90元及后续利息、窝工损失1,240,655元；确认本公司

在83,929,514.3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双方未提起上诉，判决生效。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

优先受偿权款项83,929,514.30元，尚余普通债权719.80万元。 

6、本公司与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拖欠本公司工程款，本公司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6月25日宁波市江东

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宁波香格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确认截止2014年6

月26日尚欠本公司工程款3,220万元。本公司2015年10月向江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上述

财产由宁波市慈溪市人民法院处置，故江东区人民法院已作出执行终结裁定，待香格房地产有其

他可供执行财产时可恢复执行。 

7、本公司与盛宏永（九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产生合同纠纷。2014年9月15日本公

司向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盛宏永（九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盒盛大厦项目

的垫资款及利息、剩余工程款及停窝工损失，并请求解除与其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15

年2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因盛宏永（九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裁定该案移交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17年3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后，盛宏永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裁定撤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该案移送至江西省九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2018年12月，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1、双方《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2、盛宏永返还本公司垫资款1,800万元。3、盛宏永支付本公司剩余工程

款3,834,785元；4、盛宏永支付本公司停、窝工损失398,868元；5、本公司对涉案工程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在21,834,785元范围内享受优先受偿权。盛宏永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6月，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公司已将19套折抵工程款的房产过户至

本公司名下，剩余款项继续执行中。 

8、本公司与镇江深国投商用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2015年3月28日本公司向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深国投公司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人民币33,998,011.00

元，并请求对涉案项目折价或以拍卖所得款优先受偿。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作出《民

事判决》，判令深国投支付本公司工程款3,920万元及逾期利息363.43万元，并支持本公司对项目

工程折价或以拍卖所得价款在应付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2017年3月28日下发的《执行裁定书》，深国投公司以其房产作价4,027.9488万元交付给本公司抵

偿债务，利息不足部分继续予以执行。2017年9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下发决定书，受理镇江

深国投破产清算一案，指定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担任镇江深国投的破产管理人，公司于2017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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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债权金额共计72,477,309元，破产管理人已接收相关材料。2020年5

月，公司已将上述房产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9、本公司与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拖欠工程款，公司向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北仑区人民法院2015年5月18日主

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确认广隆房地产应支付本公司工程款、配合费、水电费及利息共计5,300

万元，且案外人宁波汉通餐饮发展有限公司、竺成忠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8年6月，

公司起诉要求广隆房地产支付21,354,661元并支付违约金2,217,243元，并要求确认对涉案工程折

价或拍卖的价款在上述确定金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018年8月，北仑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支付本公司工程款21,354,661元及违约金2,217,243元。2018年10月，因第三方申

请，广隆房地产启动破产程序，本公司已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10、本公司于2012年与宁波南南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南南置业”）先后签订了两份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分别为其提供世博花园1期（镇海大道北侧2号地块）、2期（镇海大道北侧1号地块）

项目主体工程建造施工服务。因债务纠纷，经上海融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宁波市镇海区人

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南南置业破产清算，并指定“世博花园”房地产企业债务危机应急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为宁波南南置业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本公司已就世博花园1期、2期项目已进行证据整

理、工程核算和债权申报事项申报债权。因破产管理人未核定公司债权，为确保公司利益，公司

于2016年2月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公司破产债权。2017年2月镇海区人民法

院裁定确认本公司优先债权169,022,736元，普通债权6,352,726元。截止2020年9月，累计收到破

产债权150,651,447.16元。 

11、本公司与宁波千和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公司与千和置业及第三方宁

波臻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李兴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千和置业支付工

程款共计4,500万元后，本公司再组织该工程复工，若未履行则由第三方对未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

任。因千和置业仍拖欠工程款，公司向北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千和置业支付工程款

及相应利息。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受理后，经过多方协商，本公司于2020年1月提出变更诉讼请

求，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下发《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双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判决

千和置业支付工程款39,432,865元，确认本公司在上述工程款范围内对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

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12、本公司与浙江路网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网物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

路网物流在支付工程进度款过程中存在拖延情形，本公司于2015年9月向缙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诉请判决路网物流支付所欠本公司工程款及违约金。2016年12月缙云县人民法院下发了《民

事判决书》，判决路网物流支付工程款人民币38,371,720元及相关利息及支付进度款违约金

4,713,643.01元，并自2015年1月10日至款付清日止就欠付工程款按日万分之五利率计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本公司已于2016年12月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提起上诉。2017年

12月，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民事判决书》，判决：1、维持缙云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第一项，2、确认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其承建的缙云路网物流中心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

被上诉人欠付的38,371,720元工程款范围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公司于2020年9月收到

通知，缙云县人民法院已受理浙江路网物流破产清算一案，公司已申报相应债权。 

13、本公司与苍南浙福数码家电城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苍南浙福数码家

电城开发有限公司拖欠本公司工程款，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于2016

年1月25日向温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8年1月，公司收到温州仲裁委员会下发的裁决书，裁

决：1、苍南数码家电城支付工程集团81,578,245.95元及利息；2、苍南数码家电城于收到裁决书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工程集团窝工损失2,274,766元；3、工程集团就上述工程款81,578,245.95元范

围内享有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的优先受偿权。2018年12月12日，本公司与苍南万顺置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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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原苍南浙福）达成和解协议，约定万顺置业支付本公司相关款项。截止2020年9月累计收

款9,200万。 

14、本公司与第五医院、太仓康来特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第五医院、

太仓康来特房地产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公司向镇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7月镇海区人民

法院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后因第五医院、太仓康来特未及时还款，本公司向镇海区人民法院提交

执行申请书，镇海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决定立案执行。2016年1月，本公司又与第五医院、太

仓康来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第五医院、太仓康来特于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6,100万元，若

未按时支付则按照62,686,553.38元执行。因第五医院、太仓康来特未按约支付，公司已申请强制

执行。因第五医院破产，公司于2018年11月申报债权89,687,437元。截止2020年9月，累计收款1165

万元。 

15、本公司与叶庆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公司前身宁波建工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于2006

年2月与宁波广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本公司承包施工广博“阳光丽园”

A区二标段工程，叶庆峰作为该工程的经济负责人，该工程竣工后经结算，亏损13,676,789.12元。

2013年9月8日叶庆峰向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上述工程亏损及相应利息由其在2015年12月31日前

归还本公司，还款期至，其未还款，本公司向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叶庆峰归还本公司

欠款13,676,789.12元及相应利息共计20,343,700.42元，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下发民事

判决书，判决叶庆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公司支付欠款13,676,789.12元及相应利息。 

16、本公司与宁波金地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金地置业拖欠工程款，公司

向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金地置业支付宁波建工工程款16,166,538元及相应利

息，判决后双方均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现执行中。2017年2月公

司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判决金地置业支付拖欠工程款9,040,752元及支付逾

期违约金1,124,268元并确认本公司就工程款25,207,290元在该项目享有优先受偿权。2017年6月5

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8,696,936元及违约金

235,343.78元及相应利息，判决本公司在24,863,474元范围内对该项目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决后

双方未上诉，现执行中。 

17、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宁兴中基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因宁兴中基置业拖欠奉化宁兴城市广场B区项目拖欠工程款，建工集团于2018年9月向宁

波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宁兴中基支付工程款及相应利息并支付停工损失及补偿款，

并请求对该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宁波仲裁委员会2018年9月受理后于2020年8月下发裁决书，裁

决宁兴中基置业支付工程款1919.3937万元及停工损失93.9946万元，确认建工集团在上述工程款

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18、本公司与黄山市新徽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黄山市新徽投资有限公司

拖欠工程款，本公司于2017年9月向黄山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请求：1、裁决新徽投资立即支付

工程欠款11,842,365.32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延期付款的违约金；2、裁决由新徽投资支付本仲

裁案全部仲裁费用。2017年12月，黄山仲裁委员会下发《裁决书》，裁决黄山新徽投资收到裁决

书之日起10日内支付本公司工程款10,433,152.32元及违约金。2018年8月，收到黄山市屯溪区人

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对方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裁定执行终结，待对方有可供执行财产时恢复执

行该案。公司已提交债权申报资料。 

19、吴积奎与本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白山市新泰大桥东侧春江花园一期项目纠纷，

吴积奎要求本公司支付涉及项目款39,419,184.40元及相应利息，吴积奎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起诉后，根据管辖权的相关规定，该案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2020年2月，吉林省高院下发

《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支付吴积奎7,019,292.37元及利息，驳回吴积奎其他诉讼请求。2020

年3月，本公司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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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本公司与宁波甬邦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甬邦置业拖欠工程款，本公

司向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甬邦置业支付工程款10,311,043元及相应利息，并请求判令

本公司在工程价款8,339,014元范围内就涉及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鄞州区人

民法院2018年10月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8,346,560元及违约金3,911,213.10元及

相应利息，判决本公司在8,346,560元范围内对该项目享有优先受偿权。截止2020年9月，累计收

到5,092,945.78元。 

21、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世纪华丰房产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

纷。因世纪华丰拖欠工程款，建工集团于2018年8月向北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世纪华丰支

付工程及相应利息，并请求判决公司对涉案项目工程折价或以拍卖所得价款在诉请款项范围内优

先受偿。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受理后，经过审理于2020年3月出具《民事判决书》，

判决世纪华丰支付建工集团工程款5,718,395元及利息448,933.72元，世纪华丰返还建工集团代付

审价费1,600,000元，确认建工集团对宁波花样年花郡二期项目工程在工程款5,718,395元范围内

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世纪华丰已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下发民事

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截止2020年9月，公司累计收到8,067,712.57元。该案已执行

完毕。 

22、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汉通餐饮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广隆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往来款纠纷，建工集团于2018年8月向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汉通餐饮归

还欠款11,300,000元及相应利息，要求广隆房地产对汉通餐饮的相应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鄞

州区人民法院已受理，由于广隆地产破产，公司同时就该笔款项向广隆地产的破产管理人申报了

债权。 

23、本公司与宁波日地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日地太阳能拖欠市政

附属工程款，本公司2018年8月向北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地太阳能支付市政附属工程款

14,792,088元及相应利息，并请求对诉请款项内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请求判令解除2013

年9月4日签订的市政附属工程补充协议。2020年4月公司收到北仑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判决日地太阳能支付本公司11,086,519元及相应利息，公司提起上诉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9月下发民事判决书，改判日地太阳能支付本公司工程款11,276,519及相应利息。 

24、本公司与河南百通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百通置业拖欠工程款，本公

司2018年9月向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百通置业支付工程款28,904,231元及相应利

息，并请求对涉案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受理，本公司同时申

请洛阳中院对百通置业名下资产进行诉讼保全。2018年12月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民事

判决书，判决百通置业支付工程款28,904,231元及相应利息。本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

2019年5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民事判决书》，判决本公司在28,904,231元建设工程价款范

围内对涉案工程享有拍卖或者折价价款的优先受偿权。目前该案执行中。 

25、本公司与林海翀、缪珩、王奇男民事纠纷。本公司2018年11月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林海翀支付1,990万元及利息，请求判决对缪珩、王奇男承担连带还款保证责任。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20年5月下发《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本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本公司提起上诉。2020年10月，公司收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林海

翀支付1,990万元及相应利息。 

26、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舟山阿鲁亚大酒店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因舟山阿鲁亚大酒店开发有限公司拖欠工程款，公司子公司建工集团向舟山市普陀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付工程款66,348,66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要求归还履约保证金1,8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并诉请在舟山阿鲁亚大酒店工程折价活拍卖价款中享有优先受偿权。2019年6月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1、阿鲁亚公司尚欠宁波建工工程款（进度款）66,34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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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阿鲁亚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1,800万元；3、宁波建工对上述工程款（进度款）66,348,667

元在阿鲁亚大酒店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中享有优先受偿权。 

27、本公司与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安置房建设办公室、宁波新都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本公司于2019年7月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支付无争议部分

工程款27,670,557元及相应利息。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28、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西传奇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工程集团于2019年9月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传奇置业支付拖欠工程款

14,052,527元及相应利息，并要求对涉案工程在拖欠的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020年9月，

建工集团收到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传奇置业支付10,614,605元及利息，

同时享有对涉案工程在上述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29、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邦奇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因宁波邦奇拖欠工程款，建工集团于2019年12月向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宁波邦奇支付工程款18,191,809.57元及相应利息、质量保修金等，并要求在涉案工程范围内

对项目厂房工程拍卖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受理后，双方签订

了《工程款抵扣房款协议书》，约定以部分办公用房抵扣工程款2,100万元，目前已办理过户手续，

剩余款项继续以诉讼方式进行。2020年9月，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建工集团向法院提起撤诉申请，

法院裁定准予撤诉。 

30、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因佳源房产拖欠工程款，建工集团向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佳源房产

支付工程款及相应利息57,437,909.45元，并要求对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已受理后，佳源房产向建工集团支付了部分工程款，

双方对剩余工程款支付及优先受偿权问题达成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建工集团于向宁波市

镇海区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2020年9月，建工集团再次

起诉要求宁波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900万元，并请求杭州佳源杭城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在上述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请求对所涉项目在上述款项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31、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张耘借款纠纷。建工集团于2020年5月向鄞州

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耘归还借款本金980万元及相应利息，鄞州区人民法院于受理后于2020年9

月判决张耘返还建工集团上述980万元本金及利息4,635,993元。张耘已提起上诉。 

32、马彦平与宁夏西海湖牛肉制品开发有限公司和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马彦平于2020年6月向宁夏石嘴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西海湖牛肉公司和市

政集团支付工程款20,822,621.06元及相应利息。目前石嘴山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3.2.3报告期内签订的重大合同 

1、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余姚市新世纪交通房地产有限公司签订了商住用

房建设项目（丰杨河开发地块）新建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为22,289.46万元。 

2、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景顺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宁波恒大御海天下

二期7号地块（四标段）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为36,600万元。 

3、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象山绿城浙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象山港

路与丹阳路交叉口西南角地块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20,743万元。 

4、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平阳锦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南锦时温州平阳

大型中高端购物消费集聚中心E04地块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为29,992.32万元。 

5、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东部新城核

心区以东片区D3-1#地块九年一贯制学校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33,221.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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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祥生弘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鄞州区

JS-08-a3（姜山镇核心11号）地块二标段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合同金额为21,839.79万元。 

7、公司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市江北区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了江北中心学校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26,320.17万元。 

8、公司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海宏顺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了宁海县东

部沿海防洪排涝工程PPP合同，合同金额为91,399万元。 

9、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与宁波甬镇投资有限公司及宁波明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了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湾塘、岚山三期项目（董家畈A-6-3地块）Ⅰ标段合同，合同

金额为37,054.10万元。 

10、公司子公司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与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签订了惠贞高

级中学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24,281.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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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杰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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