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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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晓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治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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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4,430,468.51 6,144,950,762.02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219,824,370.53 4,065,343,724.64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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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097,106.64 368,454,698.15 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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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5,576,730.38 2,357,835,133.47 -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9,624,212.75 494,524,156.53 -2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1,381,586.33 492,314,827.88 -28.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6 12.06 减少 3.4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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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7  -27.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7  -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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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385.21 2,129,6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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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688.51  13,471,9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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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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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44.19  840,618.6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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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298.48 -5,426,8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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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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106.98 -1,987,183.61  

所得税影响额  -540,851.05  -792,919.59  

合计 2,501,473.02 8,242,6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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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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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725,880,000 54.40 0 
质押 

294,000,000 境外法人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118,800,000 8.90 0 无 0 境外法人 

黄晓鹏 76,350,900 5.72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王耀锋 22,724,000 1.70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黄炳泉 20,900,000 1.5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9,392,249 1.45 0 
无 

0 国有法人 

黄晓佳 17,643,033 1.32 0 无 0 境外自然人 

杨震 8,201,673 0.61 0 质押 6,574,730 境内自然人 

吴茂全 6,552,852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育坚 4,804,968 0.3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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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25,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5,880,000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11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800,000 

黄晓鹏 76,3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76,350,900 

王耀锋 22,7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24,000 

黄炳泉 20,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392,249 人民币普通股 19,392,249 

黄晓佳 17,643,033 人民币普通股 17,643,033 

杨震 8,201,673 人民币普通股 8,201,673 

吴茂全 6,552,852 人民币普通股 6,552,852 

陈育坚 4,804,968 人民币普通股 4,80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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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股东东捷控股有限公司属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关键管理人

员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企业，与公司控

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黄晓佳先生为公司

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黄晓鹏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炳泉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黄炳文先生的兄弟，陈育坚女士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黄炳文先生的弟媳，详情可见《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上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黄晓佳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中 6,185,727股系通过沪股通方式 

持有，已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期末持股数量中减少计算该部分股份，并将其归在黄晓佳先 

生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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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与上年末或上年同期相比 

变动原因说明 （或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 

（或上年同期金

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预付款项  37,877,912.58  22,445,708.58 15,432,204.00 68.75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无

锡东峰佳品贸易有限公司

预付进口牛奶款增加以及

合并报表范围新增控股子

公司重庆首键药用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和常州市华健

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

款 
 65,436,650.36  15,780,591.16 49,656,059.20 314.67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湖

南福瑞印刷有限公司支付

土地使用权招拍挂竞买土

地保证金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 8 

 

在建工程  161,512,996.56  98,683,460.56 62,829,536.00 63.67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湖

南福瑞印刷有限公司技改

投入，以及控股子公司贵州

千叶药品包装有限公司药

用包装材料和容器生产线

建设及其配套工程项目设

备投入 

商誉  336,077,380.58  249,403,792.94 86,673,587.64 34.75 

系公司本期溢价并购重庆

首键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及常州市华健药用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预收款项  142,053.43  8,388,675.86 -8,246,622.43 -98.31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

则，将构成履约义务的预收

款列报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9,190,883.88 0.00 9,190,883.88 100.00 

系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

构成履约义务的预收款列

报至合同负债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负债 

14,801,516.33 235,671,265.21 -220,869,748.88 -93.72 

主要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贵州西牛王印务有限公司

本期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 

其他流动

负债 
29,887,421.87 0.00 29,887,421.87 100.00 

系对期末已背书转让、但尚

未到期且信用等级一般的

金融机构所承兑的汇票不

予终止确认，所对应债务款

项列报至其他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

款 
493,283.37 0.00 493,283.37 100.00 

系公司本期合并报表范围

新增控股子公司常州市华

健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及重庆首键药用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设备融资租赁应

付款） 

递延收益 4,987,632.21 0.00 4,987,632.21 100.00 

系本期确认为递延收益的

政府补助以及合并报表范

围新增控股子公司重庆首

键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资本公积 34,008.00 32.22 33,975.78 105,449.35 
系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

本期转股确认资本溢价 

财务费用  9,167,889.63  18,479,869.40 -9,311,979.77 -50.39 

主要系金融机构借款同比

减少且借款利率同比下降，

借款利息支出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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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13,296,940.54  4,522,121.06 8,774,819.48 194.04 主要系政府补贴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36,760,496.08  70,211,840.74 -33,451,344.66 -47.64 
主要系对合营及联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840,618.62 0.00 840,618.62 100.00 

系本期持有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

损失 
9,376,236.11 13,790.09 9,362,446.02 67,892.57 

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较期

初减少，本期转回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

损失 
-9,978,436.62 -6,991,662.91 -2,986,773.71 -42.72 

系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同

比增加 

资产处置

收益 
2,058,265.12 -325,427.59 2,383,692.71 732.48 

系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同比

增加及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

入 
263,226.89 9,085.01 254,141.88 2,797.38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利得

同比增加 

营业外支

出 
5,963,665.97 1,377,932.67 4,585,733.30 332.80 

主要系公益救济性捐赠支

出同比增加 

少数股东

损益 
357,984.45 5,440,807.82 -5,082,823.37 -93.42 

主要系公司上期末受让控

股子公司广东鑫瑞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5%少数股东

股权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715,097,106.64 368,454,698.15 346,642,408.49 94.08 

主要系货款回笼同比增加

以及支付货款、各项税费同

比减少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305,256,161.87 -256,130,099.16 -49,126,062.71 -19.18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湖

南福瑞印刷有限公司支付

土地使用权招拍挂竞买土

地保证金 

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530,356,123.57 -155,913,450.31 -374,442,673.26 -240.16 

主要系本期归还金融机构

借款及上期增加金融机构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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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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晓佳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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