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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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翠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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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7,069,088.07 5,953,726,937.24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393,730,761.88 3,948,972,297.92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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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739,117.69 899,099,979.77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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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589,962.59 3,530,582,085.17 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67,808,603.59 545,588,145.45 2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653,568,166.38 520,301,905.87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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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6.06% 14.66% 增加 1.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383 0.6849 22.4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8383 0.6849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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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467.47 -6,219,7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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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0,896.47 21,949,8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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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07.55 1,886,792.4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93,396.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364,227.49 -1,442,020.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7,257.60 -2,114,248.94  

所得税影响额 285,774.29 -13,643.14  

合计 867,480.83 14,240,4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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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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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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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 198,520,905 24.92  质押 158,7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85,425,450 10.72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5,202,762 10.7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6,797,763 2.11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5,440,186 1.94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000,114 1.76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600,000 0.95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合丰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392,912 0.93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5,950,198 0.75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5,886,615 0.7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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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 198,520,905 人民币普通股 198,520,905 

中山火炬集团有限公司 85,425,450 人民币普通股 85,425,4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5,202,762 人民币普通股 85,202,76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6,797,763 人民币普通股 16,797,76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5,440,186 人民币普通股 15,440,18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0,114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11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

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丰三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392,912 
人民币普通股 

7,392,912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5,950,198 人民币普通股 5,950,19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兴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886,615 
人民币普通股 

5,886,6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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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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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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名称 期末数/本期数 
期初数/上年同期

数 
增长额 增长比 说明 

货币资金 1,350,551,173.89 698,822,699.65 651,728,474.24 93.26% 注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543,000,716.90 
1,134,800,000.0

0 
-591,799,283.10 -52.15% 注 2 

应收票据 1,002,175.42 632,545.00 369,630.42 58.44% 注 3 

应收账款 48,532,172.89 25,653,890.31 22,878,282.58 89.18% 注 4 

预付款项 11,411,340.40 4,914,362.33 6,496,978.07 132.20% 注 5 

其他应收款 32,454,222.85 22,985,464.02 9,468,758.83 41.19% 注 6 

其他流动资产 37,119,296.13 68,877,870.78 -31,758,574.65 -46.11% 注 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9,054,883.71 12,301,670.55 136,753,213.16 
1111.66

% 
注 8 

应付票据 211,742,000.00 52,161,000.00 159,581,000.00 305.94% 注 9 

预收款项 49,600,057.81 224,788,223.45 -175,188,165.64 -77.93% 注 10 

合同负债 76,494,343.39 - 76,494,343.39 
 

注 11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 420,354,299.17 -420,354,299.17 

-100.00

% 
注 12 

其他流动负债 925,015.03 2,528,055.86 -1,603,040.83 -63.41% 注 13 

递延所得税负债 26,655,926.94 20,078,029.07 6,577,897.87 32.76% 注 14 

其中：利息费用 8,585,312.98 42,207,674.09 -33,622,361.11 -79.66% 注 15 

利息收入 9,668,144.47 5,037,297.29 4,630,847.18 91.93% 注 16 

加：其他收益 22,150,897.49 12,196,774.72 9,954,122.77 81.61% 注 17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1,167,243.18 60,062,925.00 -28,895,681.82 -48.11% 注 18 

其中：对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6,588.49 -677,626.83 684,215.32 
-100.97

% 
注 19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1,643,503.64 845,780.14 -2,489,283.78 

-294.32

% 
注 20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 28,875.94 -28,875.94 

-100.00

% 
注 21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2,677,920.30 -234,650.03 -2,443,270.27 

1041.24

% 
注 22 

加:营业外收入 1,138,017.53 821,268.21 316,749.32 38.57% 注 23 

减：营业外支出 6,121,835.16 3,660,843.08 2,460,992.08 67.22% 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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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9,813,485.34 28,596,037.38 -18,782,552.04 -65.68% 注 25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464,700.00 -5,762,061.12 7,226,761.12 
-125.42

% 
注 26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46,734,215.43 181,899,478.73 64,834,736.70 35.64% 注 27 

投资支付的现金 3,737,000,000.00 
5,417,500,000.0

0 

-1,680,500,000.

00 
-31.02% 注 28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265,411,974.32 109,878,000.00 155,533,974.32 141.55% 注 29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692,678,000.00 502,375,000.00 190,303,000.00 37.88% 注 30 

 

 

说明 变动原因说明 

注 1 正常经营积累增加。 

注 2 公司总部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减少。 

注 3 子公司中炬精工应收票据增加。 

注 4 美味鲜临时调整经销商信用条件，应收货款增加。 

注 5 美味鲜预付广告及业务宣传费用增加。 

注 6 美味鲜确认应收税收返还款增加。 

注 7 公司总部委托贷款减少。 

注 8 美味鲜及其下属子公司厨邦、阳西美味鲜预付设备、工程款增加。 

注 9 美味鲜及其子公司美营销应付票据增加。 

注 10 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将尚未完合同义务的预收货款（房款）转入合同负债科目列

示，扣除该影响后，主要是美味鲜上年末预收货款结转收入,以及公司总部收取商品房

销售款综合影响。 注 11 

注 12 公司总部兑付已到期公司债。 

注 13 美味鲜营销待转销项税减少。 

注 14 
美味鲜及其子公司厨邦、阳西美味鲜新购入生产设备、器具一次性摊销影响递延所得

税负债增加。 

注 15 公司总部本期兑付已到期公司债，公司债利息费用减少。 

注 16 公司总部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注 17 美味鲜及其子公司政府补助增加。 

注 18 公司总部、中汇合创委托贷款及银行理财收益减少。 

注 19 公司总部联营企业天骄稀土本期亏损减少。 

注 20 资产减值损益中金融资产项目减值损益转入信用减值损益科目核算，美味鲜应收账款

增加影响坏账准备增加。 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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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 美味鲜及其子公司厨邦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注 23 美味鲜及其子公司本期收到的违约金增加。 

注 24 公司总部、美味鲜疫情期间对外捐赠增加；美味鲜及其子公司本期资产报废支出增加。 

注 25 公司总部、中汇合创收到的委托贷款利息减少。 

注 26 
公司总部上期支付中港花园转让税费，本期无此业务；美味鲜及其子公司厨邦资产处

置收到的现金增加。 

注 27 美味鲜及其子公司厨邦、阳西美味鲜工程、设备投入增加。 

注 28 公司总部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投资减少。 

注 29 美味鲜取得银行借款增加。 

注 30 
公司总部本期兑付已到期公司债 4亿元，上期兑付 5亿元；美味鲜、中炬精工偿还已

到期银行借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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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0年3月14日公司召开了中炬高新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

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中山厂区技术升级改造扩产项目的议案》。公司拟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

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实施美味鲜中山厂区技术升级改造扩产项目，达到年产各类调味品

及相关食品58.43万吨的生产能力(较现有产能提升27万吨)。 

项目达产后中山厂区将实现年销售收入约39.96亿元，年利润总额约9.23亿元，净利润约7.85

亿元。对比美味鲜公司2019年度（单体）营业收入24.21亿元，净利润4.3亿元的经营数据，项目

实施带来新增营业收入15.75亿元，新增净利润3.55亿元。 

该项目已于2020年4月8日经中炬高新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目前，项目前期工

作已经开展。 

 2、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与2020年10月12日发布了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详见公告号：

2020-035、2020-036公告）。 

中山火炬工业联合有限公司以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为由，主张公司应交付就案件所

涉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内面积为1,129.67亩、797.05315亩与1,043.83亩的土地使用权并将土地

使用权的不动产权证办理至工业联合名下。上述诉讼目前尚未开庭。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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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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经营情况的补充说明 

现将主要单体企业经营情况说明如下： 

一、营业收入 

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38.10亿元，同比增加2.79亿元，增幅7.90%。其中： 

公司总部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48.96万元；其中7-9月营业收入810.85万元。 

美味鲜公司1-9月实现营业收入37.22亿元，同比增加3.65亿元，增幅10.87%；其中7-9月营业

收入12.30亿元，同比增加1.35亿元，增幅12.33%。 

中汇合创1-9月实现营业收入1,870.75万元；其中7-9月营业收入477.87万元。 

中炬精工1-9月实现营业收入4,321.25万元；其中7-9月营业收入984.25万元。 

 

二、利润 

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合并净利润7.28亿元，同比增加1.28亿元，同比增幅21.27%。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6.68亿元，同比增加1.22亿元，增幅22.40%。其中： 

公司总部亏损645.74万元，同比减亏1,662.15万元；其中7-9月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532.53万元，同比减亏65.31万元。 

美味鲜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6.71亿元，同比增加1.28亿元，增幅23.67%；其中7-9月实

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2.16亿元，同比增加0.35亿元，增幅19.55%。 

中汇合创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69.05万元；其中7-9月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159.67万

元。 

中炬精工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81.17万元；其中7-9月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0.25万元。 

                                                              

公司名称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琳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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