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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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邓代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秋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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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369,113.31 1,174,872,119.80 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8,201,475.28 1,028,878,042.00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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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95,646.87 20,911,762.52 3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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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977,925.76 325,441,126.61 -1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019,378.69 87,733,250.10 2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084,944.29 77,534,331.19 -22.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4 9.90 增加 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1 2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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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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35.27 1,791,990.12 设备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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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260.00 4,799,738.50 收到政府补贴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0,411.40 150,1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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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4,160.31 46,616,428.88 
证券投资收益及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浮盈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234,479.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20,111.70 3,527,328.20 子公司取得赔款收入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381.85 -956,660.10  

所得税影响额 -2,560,632.96 -9,229,009.25  

合计 14,405,140.47 48,934,4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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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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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永吉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194,566,200 46.43 193,494,000 质押 138,093,2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 35,944,000 8.5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贵州裕美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 
34,844,000 8.31 0 质押 32,624,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贵州雄润印务有限公司 17,335,700 4.14 0 质押 13,996,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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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圣泉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16,032,441 3.8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高翔 14,940,000 3.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高

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6,612,000 1.58 0 无 0 其他 

刘伟 3,151,0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邓代兴 2,481,500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

司 
1,703,500 0.41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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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云商印务有限公司 35,9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44,000 

贵州裕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34,8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44,000 

贵州雄润印务有限公司 17,33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35,700 

贵州圣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6,032,441 人民币普通股 16,032,441 

高翔 14,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40,0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邻

山 1号远望基金 
6,6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12,000 

刘伟 3,1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1,000 

邓代兴 2,48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1,500 

瑞士信贷(香港)有限公司 1,70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3,500 

上海叁圭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4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公司首发招股说明书披露信息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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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5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40亿元，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要客

户本年第三季度产品结构有所调整，使公司第三季度烟标订单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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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2.73亿元，较年初数减少1.53亿元，主要原因系公司认购

证券投资私募基金尚未赎回。公司认购证券投资私募基金份额投入本金2.00亿元，其公允价值列

示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3、截至报告期末商誉余额0.86亿元，系公司报告期内完成对境外子公司的并购，合并成本大

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价值份额的差额； 

4、长期借款期末余额0.90亿元，其中母公司并购贷款余额0.71亿元，新增境外子公司对外借

款余额0.19亿元； 

5、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亿元，同比增长24.26%，主要原因系公

司以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实现投资收益以及认购证券投资私募基金份额取得浮盈； 

6、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亿元，同比增长 398.74%，主要原因系公

司主要客户以现金支付货款较上年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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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邓代兴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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