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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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凯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勤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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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5,193,911.61 4,961,432,849.98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40,925,001.53 2,740,656,239.16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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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870,842.78 541,141,987.65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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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4,629,837.68 4,042,236,818.12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125,123.62 47,141,936.51 48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7,662,754.70 41,109,906.40 57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6 1.82 增加 7.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5 0.0233 434.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45 0.0233 4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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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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20.59 28,7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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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235.81 2,849,4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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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8,327.10 -1,526,554.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84,701.22 -2,233,169.17  

所得税影响额 -490,177.00 -2,656,130.85  

合计 8,191,305.28 -3,537,6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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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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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784,514,000 35.63  无 0 境外法人 

林胜枝 176,326,086 8.01 176,326,086 无 0 境外自然人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9,374,560 4.51  无 0 境外法人 

智富（太仓）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2,600,500 1.03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

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14,575,051 0.66  无 0 其他 

李臻 9,730,800 0.44  未知 0 未知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7,628,268 0.35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洪皓琦 5,720,000 0.26  未知 0 未知 

彭代明 5,218,700 0.24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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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4,826,000 0.22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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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784,5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4,514,000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9,374,560 人民币普通股 99,374,560 

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6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00,500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575,051 人民币普通股 14,575,051 

李臻 9,730,800 人民币普通股 9,730,800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7,628,268 人民币普通股 7,628,268 

洪皓琦 5,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20,000 

彭代明 5,218,700 人民币普通股 5,218,700 

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4,8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26,000 

陈鱼海 4,679,1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和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崇胜、林胜枝夫妇控制下的公司；怡球金属

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为公司的回

购专用账户；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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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说明 

应收票据 63,597,452.23 28,613,655.82 122.26% 

主要系集团销售策略调整，国内销

售增加，与同期比收到的票据量有

所增加 

其他应收款 10,269,472.46 6,080,666.90 68.89% 主要系备用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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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9,175,529.90 59,447,930.80 -34.10% 主要系有价证券的波动所致 

在建工程 20,454,793.05 6,974,277.77 193.29% 主要系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1,599,478.98   
主要2020年重分类至“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科目 

应付帐款 178,199,255.63 136,882,375.66 30.18 
主要系报告期时点购买原料增多

所致 

预收款项 92,275.97 12,661,744.46 -99.27 主要系实行新收入准则，科目重分

类以及收到的客户预收款增多所

致 
合同负债 68,273,466.12   

应付职工薪酬 75,490,243.97 51,472,503.65 46.66 主要系计提的员工奖金增多所致 

长期应付款 37,823,928.74 23,350,110.67 61.99 
主要系子公司购买设备贷款增多

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0 200,000,000.00  主要系归还借款所致 

资本公积 189,801,426.97 123,375,055.68 53.84 主要系非公开发行新股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43,296,731.24 -61,682,329.27 不适用 
主要系汇率差异以及有价证券波

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说明 

财务费用 22,281,437.92 83,409,858.75 -73.29% 
主要系汇率波动以及利息支出减

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132,679.04 -1,753,512.53 不适用 主要系有价证券波动所致 

投资收益（损

失以“－”号

填列） 

2,606,124.21 13,042,633.4 -80.02% 

主要系同期卖出股票以及本期未

到期的银行理财收益重分类至“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营业外支出 3,086,062.91 8,010,657.03 -61.48% 主要系同期支付调解费用所致 

所得税费用 48,469,823.9 17,406,852.89 178.45%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利润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002,597.97 24,712,034.07 -306.39% 
主要系同期卖出有价证券以及

报告期购买理财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0,705,491.97 -263,601,430.4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偿还债

务增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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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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凯珉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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