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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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连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圣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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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2,915,379.93 10,600,283,653.48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821,709,659.38 6,211,441,218.38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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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56,211.74 -106,571,187.1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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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531,162.61 1,915,192,868.97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84,028,635.09 93,090,607.3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6,040,996.34 -237,096,778.8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1.53 减少 7.91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1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1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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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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8,421.85  24,921,827.62  闲置土地处置收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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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0,987.44  26,295,772.22  公司及所属控股公司收

到的与日常活动无关的

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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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319.03  510,3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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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50,617.22  164,561,728.23  阿尔特股票公允价值上

升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792,051.33  -3,136,853.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5,987,654.31  -41,140,432.06  阿尔特股票公允价值上

升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费

用 

合计 78,770,639.90  172,012,3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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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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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272,246,562 32.00 0 质押 136,120,00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33,765,700 3.97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175,307 2.25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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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1.18 0 

未知 

 未知 

肖文霞 7,649,938 0.9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奕鸿 6,219,392 0.7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尚飞 5,430,000 0.6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孙涛 4,701,699 0.5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晓叶 2,845,800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潘太军 2,628,288 0.31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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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272,246,562 人民币普通股 272,246,5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3,765,7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65,7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175,307 人民币普通股 19,175,307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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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0,0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75,800 

肖文霞 7,649,938 人民币普通股 7,649,938 

李奕鸿 6,219,392 人民币普通股 6,219,392 

尚飞 5,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0,000 

孙涛 4,701,699 人民币普通股 4,701,699 

胡晓叶 2,84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5,800 

潘太军 2,628,288 人民币普通股 2,628,2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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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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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24,005,767.91  991,846,611.25  33.49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及徐州通达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1,307,802.17  136,746,073.94  120.34  系本期阿尔特股价上涨所致 

应收账款 472,389,779.26  310,071,606.64  52.35  
主要系与上年同期相比合并报表增加长久物流以及智行

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预付款项 150,745,630.49  67,701,771.56  122.66  主要系纺织公司、智行公司加大采购力度所致 

其他应付款 503,357,526.54  188,445,403.43  167.11  主要系智行公司采购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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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670,000,000.00  0  不适用  系因公司发展需要增加长期借款融资所致 

长期应付款 1,678,336.77  53,994,885.36  -96.89  主要系归还平安融资租赁租金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73,646,137.34  32,505,705.28  126.56  系本期阿尔特股价上涨所致 

科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1-9 月） 

变动比

例(%) 
  

投资收益 -294,608,837.13  420,071,811.06  不适用 

主要系参股的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和江苏京沪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效益下滑，加之上年同期出

售华泰保险股权和西蒙悦达股权获得较高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64,561,728.23  0  不适用 系本期阿尔特股价上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4,921,827.62  -6,890,990.5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处置闲置土地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763,790.64  710,515,753.45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回华泰保险及西蒙悦达的股权转让

款，本期无相关款项收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9,875,787.79  -555,443,256.3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所增加的融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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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公司2020年全年经营业绩亏损，主要原因为：1、今年1-9月，国内乘用车销量继续负增

长，各品牌竞争加剧，公司参股的东风悦达起亚汽车公司销量下降，业绩亏损较大；2、受国家政

策影响，公司所属公路企业西铜公司、徐州通达公司和江苏京沪公路公司从2月17日至5月5日免收

通行费，业绩受影响较大。 

 

 

                                                              

公司名称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王连春 

日期 2020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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