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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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同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左亚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赵文燕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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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上年度末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1,716,060,643.95

49,564,033,693.87

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935,912,196.68

21,173,989,081.63

3.60%

本报告期比上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11,712,913,152.20

8.11%

31,521,616,708.41

-1.78%

573,938,952.24

17.70%

1,444,304,471.41

10.55%

557,130,402.84

17.79%

1,397,041,518.60

15.96%

-6,266,949.15

由正转负

1,199,785,890.46

-4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38

17.68%

0.3619

1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38

17.68%

0.3619

1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0.32%

6.59%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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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190,83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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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238,367.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24,319.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244,320.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84,060.01
47,262,95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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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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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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5,611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96% 1,594,808,30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9%

123,404,016

其他

1.13%

45,000,002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一般法人 0.78%

31,067,961

林鸿斌

境内自然人

0.77%

30,640,000

郑舜珍

境内自然人

0.76%

30,337,359

林泽华

境内自然人

0.70%

28,054,450

林炜槟

境内自然人

0.68%

27,150,319

黄娃娜

境内自然人

0.51%

20,460,000

林贤专

境内自然人

0.50%

19,900,841

股东名称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69,51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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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1,525,293,739 人民币普通股

1,525,293,73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3,404,016 人民币普通股

123,404,01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45,000,002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2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067,961 人民币普通股

31,067,961

林鸿斌

30,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40,000

郑舜珍

30,337,359 人民币普通股

30,337,359

林泽华

28,054,450 人民币普通股

28,054,450

林炜槟

27,150,319 人民币普通股

27,150,319

黄娃娜

20,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60,000

林贤专

19,900,841 人民币普通股

19,900,8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有法人股股东新兴际华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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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以下股东均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林鸿斌持有
30,360,000 股，
郑舜珍持有 27,957,359 股，
林泽华持有 27,924,450
股，林贤专持有 19,87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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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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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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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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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开展周密部署，实施一企一策的精准防控措施，积极应对疫情挑战；一方面坚持智能化升级与创新驱
动，聚焦重点项目，提升竞争实力，进一步深化全面联动，抢抓市场机遇，不断调整经营策略，对标先进，提升管控效率，
主要指标和重点工作均得到较好落实。
2020年1-9月份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
1、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期初余额
（元）
0

1,757,532.02

4,541,144,895.06 2,631,913,169.89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100% 出售昌兴国际股票
72.54% 调整收付款结构，收到票据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295,439,023.38

600,533,533.74

-50.80% 调整收付款结构，用于支付的票据增加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资
产

170,392,145.32

398,924,394.65

-57.29% 融资租赁业务一年内到期

其他流动资产

384,449,785.87

606,954,800.22

-36.6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减少

在建工程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24,897,325.36 1,486,039,838.73
209,874,060.29

预收款项

306,218,866.88

应付债券

760,632,954.92

166,905,151.45

2,983,554,689.77 4,932,498,178.01

递延收益

238,260,393.93

145,397,045.21

减：库存股

162,328,107.68

36,540,822.68

47,874,062.24

32,493,730.77

2,749,116.16

1,749,627.50

专项储备
一般风险准备

-31.46% 转入资产

0 3,762,342,899.54 -100.00% 根据新收入准则调整到合同负债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3,673,065,009.07 1,941,244,412.37
债
其他流动负债

36.26% 工程项目增加

89.21% 一年内到期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长期应付款转入
355.73%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39.51%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63.87% 与资产相关的收益增加
344.24% 实行股权激励
47.33% 计提专项储备增加
57.13% 保理公司计提一般风险准备

2、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变动情况：

报表项目
研发费用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020 年 1-9 月
（元）
287,213,644.53
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186,040,585.78
号填列）

上年同期
（元）
211,498,307.80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35.80% 研发投入增加

1,547,875.01 -100.00%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
-333,992,008.98

-44.30% 计提坏账准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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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上年同期

2020 年 1-9 月
（元）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变动比例

（元）

变动原因

-91.89% 固定资产处置减少

1,039,586.28

12,822,594.60

减:所得税费用

466,186,364.18

337,811,666.10

少数股东损益

98,437,143.52

160,867,165.91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959,354.00

39,437,166.62

-77.28% 所持际华集团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
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9,546,812.40

38,749,386.22

-75.36% 所持际华集团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38.00% 利润增加
-38.8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润增长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881,187.60

1,028,598.19 -185.67% 汇率变动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87,458.40

687,780.40 -185.41% 汇率变动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97,849,685.12

161,554,946.31

-39.4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润增长所致

3、年初至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报表项目
收到的税费返还

上年同期

2020 年 1-9 月
（元）

（元）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42.98% 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

63,055,320.90

44,099,643.44

1,199,785,890.46

2,170,233,962.4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3,785,500.00

47,782,895.02

-71.15%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6,945,031.52

27,087,678.26

-37.44% 处置资产减少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2% 回款减少

43,450,393.89 -100.00% 无处置子公司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27,942,272.85

1,262,751,507.64

-42.35% 相应款项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702,515,774.01

1,959,056,971.42

-64.14% 购建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

6,924,290.41

38,204,051.93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514,524.83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613,200,000.00

2,976,00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6,953,998.37

151,411,069.57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383,035.55
8,548,258.57

-81.88% 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

-233,403,279.19 -314.44% 投资活动流入资金减少
-79.40% 偿还到期债务
63.10% 回购股票

-1,696,824.48 -947.64% 汇率变动
115,920,374.24

-92.63%

受经营、投资、筹资活动现金流综合
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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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的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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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1年3月22日发行了40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发行5年期品种30亿元，票面利率为5.25%，并已于2016年完成本息的
兑付；发行10年期品种10亿元，票面利率为5.39%。公司以2020年3月17日为债权登记日，以2020年3月18日为债券付息日，
完成了公司债券10年期品种的付息。
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发行了2016年（第一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额10亿元，期限5年，票面利率4.75%。公司以2020年6月
29日为债权登记日，以2020年6月30日为债券付息日，完成了本期债券的付息。
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发行了10亿元的公司债券，期限5年，票面利率为3.98%。公司以2020年7月16日为债权登记日，以2020
年7月17日为债券付息日，完成了本期债券的付息。
2、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6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
股份总额3,990,880,176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剩余股份2,790,167股后的股本总额3,988,090,0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公司已于2020年7月27日完成此次权益分派工作。
3、公司在报告期内的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均已在公司发布的临时公告中做了详细披露，公司所有重要事
项的相关公告均发布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0 年付息公告

2020 年 7 月 14 日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0 年 7 月 21 日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2020 年 8 月 13 日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8 月 25 日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8 月 25 日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20 年 8 月 25 日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2020 年 8 月 25 日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9 月 11 日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2020 年 9 月 11 日

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公告

2020 年 9 月 11 日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20 年 9 月 11 日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 年 9 月 29 日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0 年 9 月 30 日

关于投资建设武安工业区焦化升级改造项目的公告

2020 年 9 月 30 日

关于黄石新兴投资建设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的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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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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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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期公允 计入权益的
证券品 证券 证券 最初投资 会计计 期初账面
本期购 本期出 报告期 期末账面 会计核算 资金
价值变动 累计公允价
种 代码 简称
成本
量模式
价值
买金额 售金额 损益
价值
科目 来源
损益
值变动
境内外
际华
公允价
601718
1,626,689,750.00
628,691,000.00
股票
集团
值计量
境内外
昌兴
00803
股票
国际
合计

30,843,6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657,533,350.00

--

1,757,532.02
630,448,532.02

644,119,000.00

其他权益 自有
工具投资 资金

1,757,532.02

0

其他权益 自有
工具投资 资金

1,757,532.02

644,119,000.00

15,428,000.00

15,428,000.00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
2010 年 10 月 19 日、2016 年 09 月 13 日
会公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
会公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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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3]687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采用向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与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512,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6.25 元，募集资金总额 320,00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316,238.55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此次股票募集资金累计使用的金额为 317,358.61 万元，其中本年使用募集资
金的金额为 0 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3215 号）核准，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47,572,815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5.15 元，募集资金总额 179,00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6,609.08 万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此次股票募集资金累计使用的金额为 168,958.17 万元，其中第三季度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12,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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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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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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