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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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苏壮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泽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智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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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5,353,652.42 12,101,572,369.11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241,826,469.93 7,562,153,591.36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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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24,359,796.46 -392,377,469.35 -1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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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8,433,662.10 1,930,907,147.72 2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59,666,604.12 918,088,036.50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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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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932,527.94 897,388,200.82 1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53 14.29 增加 0.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68 0.4012 2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68 0.4012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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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89.63 146,5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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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594.96 13,295,1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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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53,800.97 166,114,754.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8,299.56 328,515.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580.97 -108,160.34  

所得税影响额 -14,339,137.51 -18,042,803.70  

合计 138,278,266.64 161,734,0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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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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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 1,161,720,503 50.77  质押 302,806,03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联美集团有限公司 389,960,458 17.04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拉萨和泰装修有限公司 103,946,279 4.54  未知 103,946,18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鹰基金－浙商银行－云南国

际信托－云信富春5号单一资金

信托 

100,419,201 4.3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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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泽亮 56,128,116 2.45  未知 27,726,096 境内自然人 

周如明 54,330,000 2.37  无  境内自然人 

联众新能－国泰君安－19 联众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45,396,781 1.98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41,000,066 1.7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23,146,992 1.01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6,342,031 0.71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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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类 数量 

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 1,161,720,503 人民币普通股 1,161,720,503 

联美集团有限公司 389,960,458 人民币普通股 389,960,458 

拉萨和泰装修有限公司 103,946,279 人民币普通股 103,946,279 

金鹰基金－浙商银行－云南国际信托

－云信富春 5 号单一资金信托 
100,419,201 人民币普通股 100,419,201 

周泽亮 56,128,116 人民币普通股 56,128,116 

周如明 54,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30,000 

联众新能－国泰君安－19 联众 EB 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45,396,781 人民币普通股 45,396,78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41,000,066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6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

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3,146,992 人民币普通股 23,146,99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6,342,031 人民币普通股 16,342,0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联众新能源有限公司及联美集团有限公司均为苏素玉及其一致行动人苏武雄、

苏冠荣、苏壮强、苏壮奇控制的企业。 

“联众新能－国泰君安－19联众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为联众新能源发行可

交换债券设立的专户，该专户与联众新能源自有账户合计持有本公司

1,207,117,284 股，占本公司股本比例为 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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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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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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 

交易性金融

资产 
 96,011,977.00 30,000,000.00 220.04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

系购买信托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4,000,000.00 200,000.00 

            

1,900.00 

   

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系应收

广告发布款大幅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132,493,820.72  505,661,955.58 123.96 
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系应收

保理融资放款本金及利息大幅增加所致。 

存货  446,572,402.24 259,240,024.75 72.26 

存货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

为更好提供供暖服务，加大淡季囤煤力度

增加燃煤库存所致。 

长期股权投

资 
88,788,929.62 476,122.78 18,548.33 

长期股权投资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系

新增对上海华电福新股权投资。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264,329,879.20 115,208,897.73 129.44 

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

系通过宁波梅山保税港腾宁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奇安信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561）的股

份在上市后的市值变动所致。 

在建工程 417,507,261.21 265,309,281.88 57.37 

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系子公

司山东福林一期工程及国新热力网工程

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10,794,266.47 1,278,690.41 744.17 
期末研发支出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

因系研发支出力度继续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

用 
14,965,537.25 7,135,362.98 109.74 

期末长期待摊费用余额较上年末增加，主

要原因系房产装修费用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234,275,080.51 293,000,000.00 321.25 
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

取得低利率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1,047,884,509.78 -100.00 
预收账款较上年末减少，主要原因系执行

新收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283,472,350.53   不适用 
本期新增合同负债科目，系执行新收入准

则所致。 

应付职工薪

酬 
3,298,707.30  2,515,684.24 31.13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系

部分员工尚未领取薪酬导致。 

应交税金 109,584,998.36 278,635,573.21 -60.67 
应交税金较上年末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

缴纳上年末应交所得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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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154,427,410.01 378,283,703.16 -59.18 
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减少，主要原因系本

期支付股权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

负债 
60,777,405.85 45,728,351.29 32.91 

递延所得税负债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

系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之公允价值上

升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原因 

其他收益  16,176,333.83  251,879,503.88 -93.58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系上期获

得拆联补贴导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5,633,686.41 2,243,295.00 6837.7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

系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之公允价值上升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855,873.67  -4,217,484.94 228.53 
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系应

收账款工程款及联网费增加导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24,359,796.46 -392,377,469.35 161.07 

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增加，主要

原因为本期下属商业保理公司对外进行保

理融资放款及本期间支付税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3,265,473.96  -379,923,267.26 48.26 

投资性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增加，主要

原因为本期公司购买信托理财产品净流出

较多，而上年同期公司赎回信托理财使相

应期间的投资性现金流入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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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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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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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壮强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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