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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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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孙卫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旭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邓建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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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381,538,703.13 12,017,144,790.55 12,189,424,782.91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94,474,317.17 1,578,567,953.77 1,592,959,620.16 6.3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884,803,45

0.95 

4,486,207,

389.83 

4,486,207,

389.83 
-80.28% 

1,719,194,

086.76 

10,531,524

,718.18 

10,531,52

4,718.18 
-8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1,748,604

.36 

34,123,063

.67 

34,459,074

.85 
21.15% 

139,520,36

0.63 

115,072,76

1.38 

116,212,1

43.63 
2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9,370,772

.79 

20,074,662

.57 

20,410,673

.75 
92.89% 

120,252,81

8.86 

90,556,415

.06 

91,695,79

7.31 
3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274,339.

63 

-294,574,3

61.31 

-293,145,5

04.99 
101.80% 

22,403,205

.55 

51,529,174

.11 

93,109,11

1.34 
-75.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2 0.25 0.250 20.80% 1.010 0.83 0.841 2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2 0.25 0.250 20.80% 1.010 0.83 0.841 2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 2.24% 2.37% 0.22% 8.46% 7.75% 7.76% 0.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8,736.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20,541,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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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2,090,0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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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2,474.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565.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59,153.22  

合计 19,267,541.7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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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5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孙卫平 境内自然人 46.11% 63,677,000 47,757,750   

邓思晨 境内自然人 12.89% 17,800,000 0   

邓思瑜 境外自然人 12.89% 17,800,000 0   

上海智君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1,500,000 0   

陈惠 境内自然人 0.21% 295,7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博

道伍佰智航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0% 272,300 0   

王爱华 境内自然人 0.18% 245,400 0   

盛伯根 境内自然人 0.16% 225,600 0   

杨挺 境内自然人 0.16% 221,400 0   

杨荣贵 境内自然人 0.16% 217,9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邓思晨 17,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00,000 

邓思瑜 17,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00,000 

上海智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陈惠 29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道伍佰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300 

王爱华 24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400 

盛伯根 22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600 

杨挺 22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400 

杨荣贵 21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900 

陈丽辉 21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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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孙卫平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孙卫平女士与邓思晨为母女关系； 

3、孙卫平女士与邓思瑜为母子关系； 

4、孙卫平女士为上海智君的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杨荣贵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43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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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超过 30%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779,101,299.52  3,118,130,908.98  3,660,970,390

.54  

117% 主要系公司资金管理活动所

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693,586,819.83  2,488,680,713.98  1,204,906,105

.85  

48% 主要系公司资金管理活动所

致 

应收账款 345,616,102.39  4,158,230,975.21  -3,812,614,87

2.82  

-92% 主要系业务模式转变所致 

应收利息 36,281,848.41  999,743.61  35,282,104.80  3529% 主要系公司资金管理活动所

致 

存货 3,082,625.06  55,445,945.21  -52,363,320.1

5  

-94% 主要系公司销售库存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05,094,198.27  1,489,254,750.85  -884,160,552.

58  

-59% 主要系公司资金管理活动所

致 

发放贷款和垫款 22,686,589.89  74,431,209.40  -51,744,619.5

1  

-70%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收回发放

的贷款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5,000,000.00  15,000,000.00  50,000,000.00  333% 主要系对外投资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0.00  124,939.51  -124,939.51  -100% 主要系摊销所致 

短期借款 10,269,935,773.26  6,128,252,926.85  4,141,682,846

.41  

68% 主要系公司资金管理活动所

致 

应付账款 72,953,017.95  4,094,746,909.78  -4,021,793,89

1.83  

-98% 主要系业务模式转变所致 

应交税费 19,615,733.38  51,797,855.30  -32,182,121.9

2  

-62% 主要系去年母公司的所得税

延期到今年缴纳所致 

应付利息 9,687,208.35  31,645.32  9,655,563.03  30512% 主要系公司资金管理活动所

致 

应付股利 13,127,890.57  38,959,635.29  -25,831,744.7

2  

-66%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支付股利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500,000.00  3,000,000.00  -1,500,000.00  -50% 主要系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7,915.26  -8,064.59  -19,850.67  246%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2、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变动超过 30%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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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719,194,086.76 10,531,524,718.18  -8,812,330,631.42 -84%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以

及受疫情影响所致 

利息收入 4,662,911.41  8,537,749.35  -3,874,837.94  -45% 主要系小额贷子公司业务

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1,428,877,696.52 10,381,208,681.41  -8,952,330,984.89 -86%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以

及受疫情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35,927,301.45  13,624,831.53  22,302,469.92  164% 主要系2019年下半年收购

上海兴亚报关有限公司销

售人员费用及销售费用增

加所致 

管理费用 82,134,950.22  43,085,990.76  39,048,959.46  91% 主要系2019年下半年收购

上海兴亚报关有限公司管

理人员费用及管理费用增

加所致 

研发费用 7,131,977.60  1,272,230.67  5,859,746.93  461% 主要系2019年下半年收购

上海兴亚报关有限公司研

发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1,948,270.45  -18,679,247.37  40,627,517.82  -218%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资金管

理活动变动导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23,616.45  -5,416,498.63  6,140,115.08  -113% 主要系银行结构性产品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8,440,786.37  -6,035,872.35  -2,404,914.02  40% 主要系公司计提信用减值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665,809.89  370,909.80  1,294,900.09  349% 主要系存货资产减值转回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8,736.26  148,106.10  -99,369.84  -67%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支出 195,991.71  41,387.70  154,604.01  374%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3、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超过 30%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2,403,205.55  93,109,111.34  -70,705,905.7

9  

-76% 主要系支付客户代收代付款

项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091,109.49  209,654,036.09  -189,562,926.

60  

-90% 主要系银行理财产品变动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3,837,705.32  -307,207,119.33  361,044,824.6

5  

109% 主要系公司取得借款增加所

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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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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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7〕1166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453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2.94元，股款

以人民币缴足。截至2017年7月24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446,818,2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41,051,685.6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05,766,514.40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瑞华验字[2017]48110005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20年09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8,991.91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8,345万元，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3,428.18万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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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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