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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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晓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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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7,802,788.46 11,428,362,769.21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5,956,118,341.73 5,725,298,312.76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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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141,763.56 0.43% 4,739,311,171.50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54,564,602.77 92.68% 253,606,690.99 23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9,172,100.75 131.70% 200,769,722.36 1,010.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70,263,943.05 -43.01% 406,129,803.62 982.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7 109.06% 0.2682 263.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7 109.06% 0.2682 263.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0.43% 4.34% 3.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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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7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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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01,595.21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1,464,056.6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373,366.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421,209.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9,604,341.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87,634.39  

合计 52,836,968.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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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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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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23% 238,503,021 9,149,073   

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8% 118,914,273 62,141,491 

质押 118,914,273 

冻结 8,000,000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

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9% 59,464,627 0   

陈晓敏 境内自然人 5.93% 56,078,972 56,078,972 
质押 56,078,972 

冻结 56,078,972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9% 34,921,194 17,590,750 质押 20,040,000 

魏建良 境内自然人 1.76% 16,592,760 12,452,756   

深圳隆徽新能源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 14,340,344 0 

质押 14,340,344 

冻结 14,340,344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3% 12,557,084 0   

单永东 境内自然人 1.08% 10,208,256 7,471,654   

丁建宏 境内自然人 1.06% 10,008,256 7,47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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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229,353,948 人民币普通股 229,353,948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

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59,464,627 人民币普通股 59,464,627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5 

伙） 

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集团有限公司 
56,772,782 人民币普通股 56,772,782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17,330,444 人民币普通股 17,330,444 

深圳隆徽新能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340,344 人民币普通股 14,340,344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2,557,084 人民币普通股 12,557,084 

天津君联澄至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61,958 人民币普通股 9,861,95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071,895 人民币普通股 9,071,895 

魏建良 4,140,004 人民币普通股 4,140,004 

大连市总工会劳动服务公司 4,073,271 人民币普通股 4,073,2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截至公告日，陈晓敏、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系控股股东中广核核技术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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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其他应收款 296,052,542.99 448,983,837.50 -34.06% 
主要是贸易业务应收代理押汇

款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3,572,393.18 15,468,576.07 1280.69% 
主要是预付质子医疗技术专利

许可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673,317.84 197,181,243.96 -96.62%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减

少所致。 

合同负债 234,899,125.16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增

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5,544,533.11 112,737,690.76 -32.99% 
主要是本期发放已计提的应付

职工薪酬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16,362,387.81 385,549,671.85 -69.82% 主要是偿还借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294,720.73 6,224,688.04 226.04% 
主要是子公司本期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导致增加。 

合并利润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14,257,726.24 31,667,085.50 -54.98% 

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减少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填列) 
26,609,795.31 -5,037,314.34 不适用 

主要是应收款收回，计提的坏账

准备冲回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785,482.69 11,709,600.30 103.13% 
主要是客户合同违约金收入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5,748,817.00 21,089,329.33 116.93% 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影响。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6,129,803.62 37,529,665.29 982.16% 主要是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4,688,937.05 617,226,575.41 -149.37% 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变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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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5,765,632.45 -691,173,885.04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借款及融资租赁收

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关于引进质子肿瘤放射治疗技术的具体情况可查阅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取得质子肿瘤放射治疗技术许可并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2020-074），公司已按协议约定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向 IBA 支付首笔款项 2,000 万欧元，并收到了 IBA总额为 2,000 万欧元的履约银行保函。2020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开立 8,000 万欧元进口信用证，信用证有效期 48 个月，用于结算质子医

疗项目项下款项。另外，技术引进、团队组建、市场开发等工作正在正常进行中。 

2、“大连郭某合同诈骗案”具体情况可查阅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公告》（2019-026）。目前，大连市检察院在将案件正式移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基础上，已做

好提请公诉的准备工作，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该案具体开庭审理日期待定。 

3、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广核三角洲（中山）高聚物有限公司与金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详见 2018 年 11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4）。中广核三角洲（中山）高聚物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就本案提起反诉，诉请解除《施工

合同》并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损失补偿金、电费等共计约 1,919.05万元。之后，金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增加诉求申请，请求判令中广核三角洲（中山）高聚物有限公司立即向其赔

偿损失共计人民币 677万余元。2020 年 3 月 27 日，法院已开庭审理。2020 年 5 月 7日，金中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变更诉请申请，将 677 万余元的损失赔偿金额变更为 721万余元。2020

年 8 月 13 日，金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再次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变更诉请申请，将 721 万余元的

损失赔偿金额变更为 728 万余元。目前案件尚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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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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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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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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扩建项目”、“年产2.4万吨长玻纤增强聚丙烯车用结构材料（LFT）

生产建设项目”、“年产6.6万吨高性能改性尼龙（PA）生产建设项目”、“年产3万吨高性能改性聚碳酸脂（PC）

生产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其全资子公司“中广核俊尔（浙江）新材

料有限公司”，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广核俊

尔（浙江）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龙湾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13.485万吨高聚物材料新建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

（太仓）三角洲新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中广核三角洲（江苏）塑化有限公司，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三角洲（江苏）塑化有限公司、中广核三角洲（江苏）塑化有限

公司新材料分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太仓分行、独立财务顾问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并在中国农业银行太仓分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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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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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00 57,500 0 

合计 57,500 5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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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

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

情况索引 

2020

年 09

月 01

日 

深圳市

福田区

深业上

城 T2

大楼

18 楼 

实地

调研 
机构 

翟晶（创意亚洲）、金晓岚（杜邦环保）、张耀

坤（广州嘉峪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安琪（广州嘉峪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程泉（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程秀丽

（国泰君安深圳分公司）、罗小虎（华泰证券）、

蒋云菲（华泰证券）、黎雯（汇垠澳丰）、刘泉

（锦泓资本）、祝辉（镜湖资本）、欧阳凯（每

日经济新闻）、张一鸣（民生银行）、李智（宁

图顺实业有限公司）、蒲苗（乾元投资）、付欣

（若汐投资）、王磊（上海卜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潘云鹏（深圳东西海岸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上半年经营

情况及未来发展

战略等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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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炫均（深圳巨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钟华

（深圳茂源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王舟楫（深

圳前海成恩资本）、葛大维（深圳前海九九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高琳（深圳前海九九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林继斌（深圳市柒福投资有

限公司）、吴亚男（深圳特区报社）、黄冬（深

圳亿达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树胜（首善

投资）、童敏龙（西证金融管理有限公司）、周

迪（长城证券）、洪一（东兴证券）、张小郭（方

正证券）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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