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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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荣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荣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黄荣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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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00,607,928.99 487,484,465.37 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703,433.35 48,036,661.99 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481,675.37 47,573,577.97 8.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6,149,624.32 -50,195,032.62 -111.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10 0.0647 9.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10 0.0647 9.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2.25%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7,375,022,111.18 6,944,656,558.86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59,705,142.51 2,408,647,746.4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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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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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643.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28,511.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7,498.97  

合计 1,221,75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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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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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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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启强 境内自然人 25.77% 191,213,800 143,410,350 质押 50,000,000 

麦正辉 境内自然人 23.06% 171,101,000 128,325,750 质押 29,700,000 

#中山市长青新

产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7% 88,800,000  质押 34,750,000 

李苗颜 境内自然人 3.22% 23,888,600    

三峡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6% 17,521,552    

张蓐意 境内自然人 1.88% 13,920,000 10,440,000 质押 4,000,000 

#郭妙波 境内自然人 1.60% 11,861,200    

中国银行－景顺

长城动力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4% 10,648,363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景顺长

城品质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9% 10,313,921    

黄旺萍 境内自然人 1.08% 8,0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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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 8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800,000 

何启强 47,803,450 人民币普通股 47,803,450 

麦正辉 42,775,250 人民币普通股 42,775,250 

李苗颜 23,888,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88,600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7,521,552 人民币普通股 17,521,552 

#郭妙波 11,86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61,200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 10,648,363 人民币普通股 10,64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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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品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13,921 人民币普通股 10,313,921 

黄旺萍 8,0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45,000 

#赵继坤 5,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何启强、麦正辉是一致行动人，何启强、郭妙波是夫妻关系，新产业公司

是何启强、麦正辉控制的公司，黄旺萍是何启强女儿配偶的母亲。除此之外，对于其他

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新产业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3,800,000 股，通过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25,000,00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88,800,000 股；股东郭妙波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

11,861,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861,200 股；股东赵继坤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

股份 5,12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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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期初减少45.5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结算减少所致。 

2. 报告期末应收款项融资比期初增加63.2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结算增加所致。 

3.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比期初增加109.82%，主要原因是经营性预付款增加所致。 

4. 报告期末应付票据比期初增加56.5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票据业务结算增加所致。 

5. 报告期末预收款项比期初减少44.1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预收客户业务减少所致。 

6.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60.46%，主要原因是支付年终后应付薪酬减少所致。 

7.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40.12%，主要原因是应交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8.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52.91%，主要原因是减少了有追索权已背书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

不能终止确认的负债所致。 

9. 报告期末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50.21%，主要原因是为工程投入增加借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比上期增加145.06%，主要原因是新项目投产后发生的利息支出记入当期损益所致。 

2.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比上期增加210.60万元，主要原因是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减少5,595.46万元，主要原因是生物质补贴电费款等待结

算导致本期收到的补贴电费款减少以及园区集中供热项目去年第四季度根据市场情况预收了部分供汽

款，导致本期现金回笼减少所致。 

2.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减少31,140.61万元，主要原因是工程、设备款支付增加

所致。 

3.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增加62,467.52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借款增加所致。 

4. 报告期内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期增加25,731.45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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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基本满足长期稳定运行的条件 

公司投资建设的“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于2020年1月1日基本满足长

期稳定运行的条件。 

 

2、《一致行动人协议》再次延期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启强先生、麦正辉先生的通知，上述一致行动人已于2020年1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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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再次延期确认函，声明双方继续作为一致行动人。此前签订的《一致行动人

协议》、《一致行动延期确认函》、《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一致行动人协议》再次延期确

认函的有效期均延期一年至2021年1月13日止届满。 

 

3、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获得实质性进展 

      公司于2020年4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可转债发行相关议案。公司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9]2009号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长集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05”。本次发行人民币8.00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800万张，按面值

发行。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8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截至2020年4月15日，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已经发行完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铁岭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进展

的公告 
2020 年 01 月 03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一致行动人协议》再次延期的公

告 
2020 年 01 月 14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2020 年 04 月 07 日 《证券时报》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

公告 
2020 年 04 月 15 日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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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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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45.00% 至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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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幅度 

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3,866.76 至 16,735.74 

2019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563.2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新的生物质项目投产，增加了公司业绩； 

（2）去年新增投产的垃圾发电项目增加了本期业绩(2019 年上半年属于建

设期）； 

（3）园区集中供热项目增加规模，增加了公司业绩。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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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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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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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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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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启强 

2020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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