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 / 7 

 

公司代码：600477                                             公司简称：杭萧钢构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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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单银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海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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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6,379,901.78 8,782,703,984.22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956,026,638.46 3,494,915,694.01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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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91,475.65 337,965,819.19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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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1,663,689.85 4,509,531,629.02 1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47,039,857.46 301,691,835.74 1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134,857.97 277,548,651.34 1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86 8.62 增加 8.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0 0.140 1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0 0.140 1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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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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65,278.79 388,007,8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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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8,062.28 11,564,5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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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5,972.46 17,535,04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027,026.68 668,879.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09,647.65 -1,270,663.10  

所得税影响额 -18,831,953.46 -75,600,689.11  

合计 32,112,794.18 340,904,9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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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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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银木 904,713,764 42.01 0 质押 472,459,994 境内自然人 

浙江国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42,805,433 1.99 0 
无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陆拥军 26,246,741 1.22 0 无 - 境内自然人 

张振勇 22,037,700 1.02 0 质押 5,500,000 境内自然人 

陈辉 18,005,472 0.84 0 质押 9,000,000 境内自然人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4 / 7 

 

单际华 14,904,900 0.69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陈素琴 14,534,300 0.67 0 无 - 境内自然人 

许荣根 14,214,005 0.66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郑红梅 10,281,960 0.48 0 无 -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9,525,512 0.44 0 
未知 

-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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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银木 904,713,764 人民币普通股 904,713,764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2,805,433 人民币普通股 42,805,433 

陆拥军 26,246,741 人民币普通股 26,246,741 

张振勇 22,03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37,700 

陈辉 18,005,472 人民币普通股 18,005,472 

单际华 14,90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04,900 

陈素琴 14,53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34,300 

许荣根 14,214,005 人民币普通股 14,214,005 

郑红梅 10,281,960 人民币普通股 10,281,9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25,512 人民币普通股 9,525,5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单际华先生为单银木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郑红梅女士为张振勇先生

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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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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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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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情况说明 
幅度% 

应收票据 39,598,190.90 2,000,000.00 1879.91 主要因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050,470,101.71 1,537,340,498.89 -31.67 
主要因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影响

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7,318,759.91 17,411,183.27 171.77 主要因公司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62,903,309.21 202,485,256.26 79.22 主要因公司钢厂订货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217,782,538.52 80,742,594.22 169.72 
主要因出售房产公司未到收款节

点影响所致 

存货 760,460,464.52  3,467,983,864.82 -78.07 

主要因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及出

售房产公司，其开发产品、开发成

本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影响所

致 

合同资产 2,614,306,811.32   全增加 
主要因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影响

所致 

持有待售资产  32,246,414.29 全减少 
主要因上期子公司土地收储事项

影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20,816,393.00 全减少 

主要因长期应收款账期延长影响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0,690,963.99 146,355,061.12 -51.70 

主要因出售房产公司，其预售房款

预提税金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所致 

长期应收款 20,816,393.00 
 

全增加 
主要因长期应收款账期延长影响

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41,689,973.27 30,407,367.73 37.10 
主要因子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190,068,928.17 71,175,264.75 167.04 主要因子公司新建厂房影响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6,346,044.98 4,247,239.11 49.42 主要因公司房屋装修费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390,623,016.47 266,619,092.01 46.51 主要因公司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324,121.85 1,415,045,659.30 -99.77 
主要因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影响

所致 

合同负债 587,097,034.55  全增加 

主要因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及出

售房产公司，其预收售房款不再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影响所致 

其他应付款 72,297,985.51 104,933,668.42 -31.10 

主要因出售房产公司，其代收款及

代垫款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500,000.00 2,437,201.47 -79.48 

主要因上期瑞安项目预提风险金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72,410,693.56 128,423,877.25 34.25 
主要因本期增值税待转销项税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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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4,083,187.26  全增加 
主要因亏损合同确认的预计损失

影响所致 

递延收益 45,660,273.81 20,053,364.85 127.69 主要因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75,904,637.14  全增加 

主要因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和政策

性搬迁事项产生的所得税影响所

致 

专项储备 4,199,295.64 2,490,515.20 68.61 
主要因本期专项储备计提增加所

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 

情况说明 
幅度% 

税金及附加 36,594,295.25 25,992,293.55 40.79 

主要因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产生的

增值税增加导致税金及附加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120,451,691.70 86,257,706.23 39.64 
主要因子公司万郡绿建销售人员

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207,746,548.82 156,077,851.15 33.10 主要因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95,303,517.41 -689,898.83 13914.13 
主要因出售房产公司及钢材期货

业务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377,438.95 -37,109,161.95 -96.29 主要因坏账准备转回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372,178.72 
 

全增加 
主要因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影响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20,922,012.47 25,039,916.74 1181.64 
主要因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事项

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12,272.96 5,835,880.91 -62.09 主要因上期收到违约金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1,631,795.30 5,757,388.83 -71.66 
主要因上期应收款项核销影响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41,066,521.58 47,188,498.01 198.94 主要因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3,338,376.88 9,554,297.68 144.27 主要因子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 

情况说明 
幅度% 

收到的税费返还 44,868,658.00 84,093,325.89 -46.64 主要因本期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55,011,313.81 230,339,325.41 -32.70 主要因本期往来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48,206,999.65 167,018,295.32 48.61 

主要因本期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

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8,800,000.00  全增加 主要因收回运营项目资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330,264,550.40 29,626,984.82 1014.74 
主要因全资子公司收到相应拆迁

补偿款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136,970,400.00  全增加 主要因出售房产公司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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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4,022,501.00 14,400,000.00 622.38 

主要因本期公司钢材期货业务影

响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134,233,472.90 83,618,831.71 60.53 
主要因本期子公司新增厂房构建

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6,691,000.00 148,337,839.00 -75.27 主要因本期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08,788,255.31 4,999,154.00 2076.13 

主要因本期公司钢材期货业务影

响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2,939,959.16 30,217,027.72 339.95 主要因本期票据贴现影响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05,935,742.77 17,230,998.90 1095.15 

主要因本期票据到期承兑支付影

响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207,162.02 159,204.85 -230.12 

主要因人民币汇率变动，持有的外

币现金汇率收益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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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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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单银木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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