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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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严俊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俊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郑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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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470,194,485.89 13,066,185,957.11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440,851,901.00 5,809,885,482.18 10.8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18,585,147.68 67.23% 5,442,215,256.16 4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5,826,370.85 25.50% 808,924,471.04 4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2,033,843.93 9.95% 724,850,302.76 3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6,795,073.68 -104.69% -438,890,842.17 -17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25.75% 0.4591 4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25.75% 0.4591 4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0.39% 13.14% 3.13%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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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70,194,485.89  13,066,185,957.11 1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440,851,901.00  5,809,885,482.18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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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8,585,

147.68 
 

1,326,698,

965.15 
67.23% 

5,442,215,

256.16 
 
3,803,889,

531.36 
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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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5,826,37

0.85 
 
211,812,08

8.93 
25.50% 

808,924,47

1.04 
 

545,837,6

36.55 
4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2,033,84

3.93 
  9.95% 

724,850,30

2.76 
  37.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6,795,07

3.68 
  -104.69% 

-438,890,8

42.17 
 

609,854,4

79.58 
-17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0.12 25.75% 0.4591  0.31 4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0.12 25.75% 0.4591  0.31 4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1%   0.39% 13.14%   3.13%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779,019,047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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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014.3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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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1,654.1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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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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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76,2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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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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8,684.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143,852.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7,229.71  

合计 84,074,16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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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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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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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神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81% 530,352,000 0 

质押 280,500,000 

质押 216,000,000 

REAL FUN 

HOLDINGS 
境外法人 20.98% 373,24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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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5.43% 96,590,953 0   

青岛城投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7% 29,761,904 0   

新疆利能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22,400,000 0   

兴瀚资产－兴业

银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0% 17,784,811 0   

深圳华绅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14,954,32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6% 13,524,840 0   

严俊旭 境内自然人 0.75% 13,346,746 10,010,059   

富达基金（香港）

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 

境外法人 0.43% 7,5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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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0,3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0,352,000 

REAL FUN HOLDINGS LIMITED 373,2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3,248,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6,590,953 人民币普通股 96,590,953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761,904 人民币普通股 29,761,904 

新疆利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00,000 

兴瀚资产－兴业银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17,784,811 人民币普通股 17,784,811 

深圳华绅控股有限公司 14,954,321 人民币普通股 14,954,3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524,840 人民币普通股 13,524,840 

严俊旭 13,346,746 人民币普通股 13,346,746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

资金 
7,5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7,59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金亮为 Real Fun Holdings Limited 的唯一股东，并持有新疆利能的部分股权；严俊旭

为上海天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金亮系严俊旭的妻弟； 

2.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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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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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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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货币资金较年初下降40.23%，主要系公司优化融资结构及银票到期兑付所致。 

2、 期末应收款项融资较年初增长266.17%，主要是由于本期结余的银行承兑汇票较多所致； 

3、 期末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33.62%，主要是由于公司预付主材款余额增加所致； 

4、 期末存货较年初增长67.34%，主要是由于公司为在手订单备货所致； 

5、 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较年初下降64.85%，主要是由于公司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6、 期末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331.94%，主要是本期公司滨州沾化冯家镇59.4MW项目，宣城沈村50MW项目、东明武胜50MW

项目以及李村镇20MW风电项目工程投资所致； 

7、 期末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60.99%，主要是由于随业务规模发展，增加贷款规模所致； 

8、 期末应付票据较年初下降47.47%，主要是由于本期银票到期兑付所致； 

9、 期末应付账款较年初增长53.15%，主要是由于应付供应商主材款余额增长所致； 

10、 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50.60%，主要是由于公司债在本报告期到期兑付所致； 

11、 期末长期应付款较年初下降40.11%，主要是由于公司归还融资租赁款所致； 

12、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3.0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新能源设备事业部塔筒、叶片及相关产品销量同比提升，以及新

能源开发服务事业部并网规模增加、发电量同比提升所致； 

13、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40.6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营业成本同比提升所致； 

14、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208.0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缴纳的增值税附加税增加所致； 

15、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1.32%，主要是由于随公司业务规模增加，管理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16、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59.36%，主要是由于较去年同期相比，公司本报告期汇兑收益减少及利息支出略增加所致； 

17、 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66.3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减持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票，

取得投资收益所致； 

18、 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9、 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长所致；  

20、 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4.9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税前利润增加，相应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21、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银票到期兑付，相应采购支出增加所致； 

22、 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3、 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净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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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墨西哥对中国风塔的反倾销调查终裁 

2019年4月16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公报发布公告，应当地企业Arcosa Industries de México, S. de R.L. de C.V.和Speco 

Wind Power, S.A. de C.V.的申请，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风塔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2020年10月5日，墨西哥经济部在官方公

报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风塔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裁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风塔适用21%的反倾销税，涉案产品的

TIGIE税号为8502.31.01，裁定自公布次日起生效。 

公司对墨西哥市场不存在依赖性，当前亦没有正在执行或待执行的出口墨西哥的风塔产品订单，单一墨西哥市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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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的影响不大。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组事项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昆山新长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苏州天顺风电叶片技术有限公司20%

股权。2020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20 年 9 月 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2020-060）。 

截至本季报披露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本次重组涉及的拟

收购标的公司经营正常，各项业务有序开展。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

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截至目前，本次重组的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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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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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8月13日兑付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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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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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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严俊旭 

2020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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