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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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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祝俊明、总经理胡翔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贞媛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温洁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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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0,708,716.69 6,775,067,275.86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500,686,822.83 4,420,751,187.57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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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7,418,867.63 18.48% 7,937,847,089.73 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9,704,522.49 -21.01% 310,443,208.61 -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4,713,417.78 -23.22% 291,473,499.58 -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91,337,896.31 542.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21.00% 0.2694 -5.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21.00% 0.2694 -5.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0.74% 6.90%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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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6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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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7,134.0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14,546.3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218,09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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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4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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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056,423.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06,825.2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76,563.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1,340.26  

合计 18,969,70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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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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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食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79% 735,237,253 669,184,735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23% 94,832,294 15,384,83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3%  6,106,211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0.30% 3,436,462 0   

林俊波 境内自然人 0.28% 3,200,000 0   

陈九阳 境内自然人 0.21% 2,434,900 0   

徐文星 境内自然人 0.19% 2,166,607 0   

胡祥主 境内自然人 0.14% 1,563,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3% 1,472,625 0   

高丽芝 境内自然人 0.13% 1,46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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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9,447,462 人民币普通股 79,44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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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食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66,052,518 人民币普通股 66,052,51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106,211 人民币普通股  6,106,211 

孙慧明 3,436,462 境内上市外资股 3,436,462 

林俊波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陈九阳 2,43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4,900 

徐文星 2,166,607 人民币普通股 2,166,607 

胡祥主 1,5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3,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72,625 人民币普通股 1,472,625 

高丽芝 1,46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直接持有深圳市食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

权、通过深圳市食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深圳市农产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34%股权，除此之外，未知上列其余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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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本期金额） 

期初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16,334,360.90 154,954,757.85 39.61% 主要系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

金额较高，本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应收账款 176,744,879.08 338,687,766.68 -47.81% 主要系公司本年已收到全年政府服务收

入预拨款，应收款项较期初减少。 

预付款项 185,153,431.36 9,202,930.71 1,911.90% 主要系进入粮油秋收采购季节，公司预

付粮油采购款较期初增加。 

固定资产  1,122,465,188.80   945,042,032.69  18.77% 主要系公司深粮东莞粮食物流节点的食

品加工项目竣工投产，由在建工程结转

至固定资产，令固定资产较期初增加。 

在建工程  841,786,981.61   771,971,469.43  9.04% 主要系公司深粮东莞物流节点项目投入

以及其中的食品加工项目竣工投产转固

等综合变动，令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 

短期借款 110,211,687.26 23,595,000.00 367.10% 主要系公司本期因临时性资金需求，较

期初增加了银行短期借款。 

预收款项 357,015,350.85 137,211,832.00 160.19% 主要系进入粮油销售旺季，公司预收账

款较期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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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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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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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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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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

期

出

售

金

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000017 
深中

华 A 
0.00 

公允

价值

计量 

1,166,209.72 -544,403.21 0.00 0.00 0.00 -544,403.21 621,806.51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债务

重整

受偿

股份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

资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合计 0.00 -- 1,166,209.72 -544,403.21 0.00 0.00 0.00 -544,403.21 621,806.5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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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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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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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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92,500 29,000 0 

合计 92,500 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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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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