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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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效宏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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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1,119,863.16 5,724,715,970.98 1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860,723,865.84 3,644,078,736.55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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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49,081.68 -115,316,521.7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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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79,661.78 156,575,072.75 -51.54 

投资收益 861,457,743.04 207,135,419.66 315.89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88,348,883.42 -41,228,667.0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54,433,975.33 69,279,107.05 55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437,588,220.13 67,347,967.13 5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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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2.09 1.93 增加 1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09 577.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1 0.09 5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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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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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09.04 17,181,033.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291.36 -441,318.2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2,741.31 189,523.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29,365.64  

所得税影响额 -50,300.52 -50,171.93  

合计 121,141.19 16,845,7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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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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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517,861,877 69.57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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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永海 2996619 0.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波 17005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淄博华至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1412579 0.1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维佳 1200000 0.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凤金 940642 0.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金英 858500 0.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庄景坪 809101 0.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建文 755000 0.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任延翰 7400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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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7,861,877 人民币普通股 517,861,877 

姚永海 2,996,619 人民币普通股 2,996,619 

李波 1,7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500 

淄博华至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412,579 人民币普通股 1,412,579 

陈维佳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吕凤金 940,642 人民币普通股 940,642 

刘金英 858,500 人民币普通股 858,500 

庄景坪 809,101 人民币普通股 809,101 

李建文 7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5,000 

任延翰 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中，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9.07%，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0.5%，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9.57%，为公司控股股东。除此之外，未知

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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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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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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负债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本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较本年初变动主要原因的说明 

货币资金 215,710,514.41 357,763,930.89 -142,053,416.48 -39.71 
期末较期初减少 39.71%，主要是期末银行理财及国债

逆回购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455,102,366.21 908,403,056.43 546,699,309.78 60.18 

期末较期初增加 60.18%，主要是通裕重工由长期股权

投资转入金融资产核算及二级市场股价变动影响综合

所致。 

应收票据 3,048,940.28 12,653,261.17 -9,604,320.89 -75.90 
期末较期初减少 75.90%，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及票据到期收回所致。 

应收账款 22,007,127.56 34,354,805.42 -12,347,677.86 -35.94 
期末较期初减少 35.94%，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预付款项 1,991,807.80 4,775,601.42 -2,783,793.62 -58.29 
期末较期初减少 58.29%，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其他应收款 39,099,753.22 21,016,939.45 18,082,813.77 86.04 
期末较期初增加 86.04%，主要是本期确认已决议尚未

收到分红的股利所致。 

存货 37,229,564.82 71,422,121.83 -34,192,557.01 -47.87 
期末较期初减少 47.87%，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导致。 

其他流动资产 464,309,032.79 161,795,890.03 302,513,142.76 186.97 
期末较期初增加 1.87 倍，主要是期末国债逆回购增加

所致。 

固定资产 61,125,800.17 143,770,000.44 -82,644,200.27 -57.48 
期末较期初减少 57.48%，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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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89,649.53 0.00 89,649.53 不适用 期末存在在建中设备所致。 

无形资产 19,491,519.95 49,549,528.45 -30,058,008.50 -60.66 
期末较期初减少 60.66%，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导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74,424,826.12 32,266,519.45 42,158,306.67 130.66 
期末较期初增加 1.31 倍，主要是本报告期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1,348.37 1,214,329.37 -472,981.00 -38.95 
期末较期初减少 38.95%，主要是本期结转部分预付工

程设备款所致。 

应交税费 46,984,547.53 15,521,905.32 31,462,642.21 202.70 
期末较期初增加 2.03 倍，主要是期末应交所得税增加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437,956.50 94,542,456.50 -92,104,500.00 -97.42 

期末较期初减少 97.42%，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借款及

支付利息所致。 

应付债券 1,630,983,330.41 1,128,594,443.67 502,388,886.74 44.51 
期末较期初增加 44.51%，主要是 1月新发行创新创业

公司债券。 

递延收益 0.00 16,690,434.86 -16,690,434.86 -100.00 土地扶持资金结转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324,584,847.05 240,726,828.13 83,858,018.92 34.84 
期末较期初增加 34.84%，主要是通裕重工由长期股权

投资转入金融资产核算确认递延所得税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0,252,636.51 32,278,874.53 -12,026,238.02 -37.26 
期末较期初减少 37.26%，主要是外币报表折算影响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1-9月） 上期金额（1-9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主要原因的说明 

营业收入 75,879,661.78 156,575,072.75 -80,695,410.97 -51.54 
本期较上期减少 51.54%，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及新冠疫情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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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54,925,574.13 110,483,787.85 -55,558,213.72 -50.29 
本期较上期减少 50.29%，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及新冠疫情影响所致。 

税金及附加 2,270,726.72 3,876,480.46 -1,605,753.74 -41.42 
本期较上期减少 41.42%，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及新冠疫情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5,068,035.09 9,689,093.19 -4,621,058.10 -47.69 
本期较上期减少 47.69%，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及新冠疫情影响所致。 

研发费用 3,420,155.63 8,678,877.77 -5,258,722.14 -60.59 
本期较上期减少 60.59%，主要是转让磨料公司合并范

围变化影响。 

其他收益 17,370,556.05 451,134.27 16,919,421.78 3,750.42 主要是本期确认土地补助收益等导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861,457,743.04 207,135,419.66 654,322,323.38 315.89 

本期较上期增加 3.16 倍，主要是通裕重工由长期股权

投资转入金融资产核算确认投资收益及流通股减持收

益、股权转让收益、分红收益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314,327.58 -1,328,839.05 1,643,166.63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冲回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

号填列） 

-188,348,883.42 -41,228,667.09 -147,120,216.33 不适用 二级市场股价变化影响。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0.00 121,011.09 -121,011.09 -100.00 本年无此项发生。 

营业外收入 59,351.43 7,015,147.47 -6,955,796.04 -99.15 
本期较上期减少 99.15%，主要是去年同期确认收到业

绩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504,614.71 5,236,827.23 -4,732,212.52 -90.36 本期较上期减少 90.36%，主要是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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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128,800,276.35 12,952,692.96 115,847,583.39 894.39 

本期较上期增加 8.94 倍，主要是会计核算方式变更、

公允价值变动计提递延所得税及流通股减持影响当期

所得税增加综合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1-9月） 上期金额（1-9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主要原因的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4,049,081.68 -115,316,521.77 61,267,440.09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支付税费较上期减少，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减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161,215.15 181,136,672.15 -205,297,887.30 -113.34 

主要是银行理财产生的其他与投资有关现金流量净额

减少、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及

处置子公司收到现金增加综合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5,718,073.90 342,005,201.59 -146,287,127.69 -42.77 

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减少、分配股利、支付利息增加

及上期归还到期负债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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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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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磊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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