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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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福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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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4,623,420.46 9,674,809,587.80 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277,539,822.64 2,138,107,566.76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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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87,272.91 -166,528,759.91 1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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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3,961,869,816.05 5,444,479,906.96 -2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4,681,417.35 159,284,655.05 -3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274,427.24 143,907,075.43 -34.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72% 7.91% 减少 40.3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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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9 -34.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9 -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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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562.93 -166,0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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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857.03 15,115,1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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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694.31 2,202,017.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207,217.67 1,063,228.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704.43 468,716.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4,711.74 -4,458,651.46  

所得税影响额 -215,334.83 -3,817,377.60  

合计 278,428.60 10,406,9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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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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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斌 167,188,581 31.07  质押 70,600,000 境内自然人 

陈文 50,289,420 9.35  质押 28,960,000 境内自然人 

蒋惠霆 20,631,300 3.83  质押 14,410,000 境内自然人 

丛中笑 17,658,480 3.28  质押 12,360,00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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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

司 

15,739,920 2.9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1,682,800 2.17  

无 

 其他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信托成泉汇涌八

期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8,301,200 1.54  

无 

 其他 

计敏云 4,908,722 0.91  无  境内自然人 

兴全睿众资产－上海银

行－上海全筑建筑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57,697 0.49  

无 

 其他 

岳红玲 2,480,478 0.46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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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斌 167,188,581 人民币普通股 167,188,581 

陈文 50,289,420 人民币普通股 50,289,420 

蒋惠霆 20,63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31,300 

丛中笑 17,658,480 人民币普通股 17,658,480 

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 15,739,920 人民币普通股 15,739,920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1,6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82,8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成

泉汇涌八期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8,3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1,200 

计敏云 4,908,722 人民币普通股 4,908,722 

兴全睿众资产－上海银行－上海全筑

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57,697 
人民币普通股 

2,657,697 

岳红玲 2,480,478 人民币普通股 2,480,4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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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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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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额） 期初金额（或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1,965,276,359.91 1,424,101,381.36 38.00% 

应收账款 2,233,309,196.51 5,175,354,284.43 -56.85% 

合同资产 2,928,923,900.70 - - 

其他应收款 182,932,494.65 139,951,768.62 30.7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7,145,580.40 19,474,898.83 450.17% 

短期借款 535,034,677.34 992,261,396.03 -46.08% 

应付票据 1,240,455,420.14 832,725,652.61 48.96% 

预收账款 - 336,267,320.07 -100.00% 

合同负债 326,865,407.79 - - 

其他流动负债 659,599,540.03 466,224,087.44 41.48% 

长期借款 234,060,556.03 10,289,202.50 2174.82% 

财务费用 102,811,248.59 65,695,496.98 5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6,887,272.91 -166,528,759.91 164.19%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4,127,886.09 -162,546,402.40 54.40%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1,839,720.51 214,295,477.49 -180.19% 

1、应收票据较期初增长 38%，主要为客户增加商票支付比例所致； 

2、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 56.85%，主要为根据新收入准则将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所

致； 

3、合同资产为新增科目，主要为根据新收入准则将应收账款重分类至合同资产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 30.71%，主要投标和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5、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 450.17%，主要是支付国盛海通回购全筑装饰股权款所致； 

6、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 46.08%，主要是归还贷款所致； 

7、应付票据较期初增长 48.96%，主要为增加票据结算所致； 

8、预收账款较期初减少 100.00%，主要为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账款重分类为合同负债

所致； 

9、合同负债较为新增科目，主要为根据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账款重分类为合同负债所致； 

10、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增长 41.48%，主要为应收票据背书增加所致； 

11、长期借款较期初增长 2174.82%，主要为一年以上借款增加所致； 

12、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56.5%，主要为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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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64.19%，主要为增加票据支付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54.4%，主要为上期购买固定资产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80.19%，主要为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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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斌 

日期 2020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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