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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6               证券简称：*ST香梨            公告编号：临 2021—47号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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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幅度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收入 26,455,103.74 231,768.28 113,014,783.08 79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501,896.35 不适用 -7,203,187.91 -16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543,146.35 不适用 -7,682,719.1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不适用 不适用 -81,698,790.4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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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 不适用 -0.049 -169.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4 不适用 -0.049 -169.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8 不适用 -2.62 

减少 6.40个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1,883,879.26 300,357,065.76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71,317,016.34 278,520,204.25 -2.59 

注:“本报告期”指本季度初至本季度末 3个月期间，下同。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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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170.93 

主要系本期收到税务局

返还的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手续费。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0.00 568,815.09 
主要系本期应收债权款

项的利息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

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000.00 69,388.96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罚款

及违约赔偿金。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750.00 159,843.75  

合计 41,250.00 479,531.23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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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799.24 

主要系本期公司积极拓展销售渠

道，加大果品销售力度，致果品销

售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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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8.24 

主要系本期公司进一步发展主业，

拓宽产品品类，扩大销售规模，致

果品销售量及主营业务利润增加，

同时因经营业务量的增加致期间

费用、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以

及本期未发生资产处置事项致资

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69.01 
主要系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69.01 
主要系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减少所致。 

 

二、 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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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融盛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278,015 23.88 0 无 0 

吴乃奇 境内自然人 4,787,221 3.24 0 无 0 

石晓妍 境内自然人 2,720,648 1.84 0 无 0 

张玉明 境内自然人 2,450,000 1.66 0 无 0 

张敬红 境内自然人 1,248,400 0.85 0 无 0 

杨惠琴 境内自然人 1,173,500 0.79 0 无 0 

张龙 境内自然人 1,138,600 0.77 0 无 0 

李陆军 境内自然人 1,000,000 0.68 0 无 0 

杜超 境内自然人 946,200 0.64 0 无 0 

丁忠彪 境内自然人 700,600 0.47 0 无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新疆融盛投资有

限公司 
35,278,015 人民币普通股 35,278,015 

吴乃奇 4,787,221 人民币普通股 4,787,221 

石晓妍 2,720,648 人民币普通股 2,720,648 

张玉明 2,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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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红 1,24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8,400 

杨惠琴 1,17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3,500 

张龙 1,13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8,600 

李陆军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杜超 946,200 人民币普通股 946,200 

丁忠彪 700,6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新疆融盛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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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及

转融通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一）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2021年 7月 16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2021年 7月 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决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予以受理。2021年 8月 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1年 8月 19日，因我公司聘请的非公开

发行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在满足提交恢复审查申请的条件后，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审查，2021年 9月 26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2021年 10月 8日，公司披露《关

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及《新疆库尔

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之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

复》（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1—37号、临 2021—38号、临 2021—39号、临 2021—40号、临 2021—43

号）。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

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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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收购资产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21年 10月 11 日，公司披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45

号）。公司收购资产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交易金额、标的公司估值等尚未最终确定，

相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尚需履行公司及标的公司必要的内外

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存在未能通过该等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该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根据“审慎停牌、分阶段披露”的原则，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

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存在因股价波动带来的风险。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21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 9月 30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833,413.68 88,817,665.19 

应收账款 36,778,033.84 7,123,340.30 

预付款项 8,036,396.89 540,685.74 

其他应收款 29,093,081.25 26,520,539.84 

其中：应收利息 2,914,980.12 2,342,183.32 

存货 51,444,693.11 11,383,893.98 

其他流动资产 8,687,855.43 7,596,137.06 

流动资产合计 138,873,474.20 141,982,262.11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26,970,388.74 27,495,956.97 

固定资产 48,107,918.02 49,594,069.24 

生产性生物资产 47,352,893.78 49,933,416.39 

无形资产 29,084,560.75 29,856,717.2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94,643.77 1,494,643.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3,010,405.06 158,374,803.65 

资产总计 291,883,879.26 300,357,065.76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168,356.32 68,1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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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负债 5,705,440.53 5,784,621.60 

应付职工薪酬 1,419,785.47 1,940,366.02 

应交税费 591,739.43 633,173.95 

其他应付款 1,458,381.03 2,063,584.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9,926.28 99,926.28 

其他流动负债 199,848.09 323,658.10 

流动负债合计 9,643,477.15 10,913,475.7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05,385.77 105,385.77 

递延收益 10,818,000.00 10,818,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923,385.77 10,923,385.77 

负债合计 20,566,862.92 21,836,861.5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47,706,873.00 147,706,873.00 

资本公积 223,982,201.21 223,982,201.21 

盈余公积 34,192,504.86 34,192,504.86 

未分配利润 -134,564,562.73 -127,361,374.8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71,317,016.34 278,520,204.2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291,883,879.26 300,357,065.76 

 

公司负责人：周恩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阿尔斯兰·阿迪里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劲松 

 

利润表 

2021年 1—9月 

编制单位：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年前三季度（1-9月） 2020年前三季度（1-9月） 

一、营业收入 113,014,783.08 12,567,749.00 

减：营业成本 109,953,544.77 12,578,686.04 

税金及附加 427,349.57 294,090.14 

销售费用 1,850,288.62 886,279.50 

管理费用 7,633,281.31 4,775,845.83 

财务费用 -1,243,188.20 -3,221,027.81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1,260,994.21 3,240,138.10 

加：其他收益 1,170.93 63,553.21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689,502.92 2,045,535.3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0.00 14,321,077.8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7,294,824.98 13,684,0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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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69,388.96 85,802.29 

减：营业外支出 0.00 27,300.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7,225,436.02 13,742,543.92 

减：所得税费用 -22,248.11 3,186,463.5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7,203,187.91 10,556,080.3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

损以“－”号填列） 
-7,203,187.91 10,556,080.37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7,203,187.91 10,556,080.37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 0.071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 0.071 

 

公司负责人：周恩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阿尔斯兰·阿迪里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劲松 

 

现金流量表 

2021年 1—9月 

编制单位：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1 年前三季度 

（1-9月） 

2020 年前三季度 

（1-9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1,961,616.39 21,850,890.89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14,722.10 2,849,028.7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3,376,338.49 24,699,919.6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1,708,167.06 31,307,474.12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924,815.18 4,034,613.13 

支付的各项税费 528,347.79 2,826,802.7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913,798.93 2,258,661.0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5,075,128.96 40,427,55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698,790.47 -15,727,631.4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13,891,40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0.00 24,922,6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0.00 1,000,0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1,345,848.7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41,159,848.7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2,285,461.04 33,551,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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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285,461.04 33,551,711.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5,461.04 7,608,137.7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3,984,251.51 -8,119,493.6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8,817,665.19 87,301,823.0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33,413.68 79,182,329.42 

 

公司负责人：周恩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阿尔斯兰·阿迪里    会计机构负责人：杨劲松 

(二)2021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各项目调整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新疆库尔勒香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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