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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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晓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欧阳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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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5,783,724.65 2,915,772,272.39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54,509,937.37 987,449,106.2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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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415,774.74 -16.06% 964,207,106.64 -1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365,901.91 -141.57% -32,939,168.87 -87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92,157.71 -156.90% -40,189,004.90 -1,21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6,628,126.87 -11.84% 31,682,675.65 -27.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140.00% -0.06 -7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140.00% -0.06 -7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4.22% -3.51%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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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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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8,378.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92,942.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90,707.7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048.19  

合计 7,249,83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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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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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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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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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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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盛农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02% 155,414,292  

质押 155,413,920 

冻结 155,414,292 

张振国 境内自然人 4.82% 28,757,594 21,568,195 
质押 28,754,485 

冻结 28,757,594 

广东顾地塑胶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6% 10,488,631  冻结 10,488,631 

越野一族（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 9,144,475  

质押 7,677,657 

冻结 1,466,818 

熊毅 境内自然人 0.83% 4,976,640 4,976,640   

云恩元 境内自然人 0.83% 4,975,400    

上海明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明

汯价值成长 1 期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72% 4,317,900    

付志敏 境内自然人 0.70% 4,191,10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55% 3,296,400    

蒋波 境内自然人 0.46% 2,764,800 2,76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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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盛农投资有限公司 155,414,292 人民币普通股 155,414,292 

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10,488,631 人民币普通股 10,488,631 

越野一族（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 9,144,475 人民币普通股 9,14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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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张振国 7,189,399 人民币普通股 7,189,399 

云恩元 4,975,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75,400 

上海明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明

汯价值成长 1 期私募投资基金 
4,317,900 人民币普通股 4,317,900 

付志敏 4,191,100 人民币普通股 4,191,100 

吕强 3,296,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96,400 

鄢和林 2,348,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8,400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2 
1,978,416 人民币普通股 1,978,41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证监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任永青先生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9〕

50 号）中认为任永青先生与越野一族（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基于

此，山西盛农投资有限公司与越野一族（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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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会计报表 

（1）货币资金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96,423,339.52元，减少比例71.83%，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

银行借款所致。 

（2）应收票据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4,786,315.56元，减少比例48.06%，主要原因为收到票据

减少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14,490,593.26元，减少比例81.78%，主要原因为收到

可转让票据减少所致。 

（4）预付款项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36,586,817.13元，增加比例98.02%，主要原因为增加原材

料储备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15,535,373.26元，增加比例52.38%，主要原因为应交

税费借方余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6）短期借款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112,729,014.44元，减少比例33.08%，主要原因为本期偿

还借款所致。 

（7）应付票据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14,986,998.98元，减少比例94.47%，主要原因为本期办理

支付票据减少所致。 

（8）预收款项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75,195,552.97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本期执

行新会计准则重分类到合同负债所致。 

（9）合同负债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103,849,306.66元，增加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本期执

行新会计准则由预收款项重分类转入所致。 

（10）应交税费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11,852,267.64元，增加比例39.59%，主要原因为本期发

生税费增加所致。 

（11）长期借款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8年12月31日增加4,000,000.00元，增加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本期子

公司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2）预计负债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1,100,067.10元，增加比例79.59%，主要原因为本期子公

司债务案件预计负债增加所致。 

（13）资本公积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68,508,740.16元，减少比例31.72%，主要原因为获授限

制性股票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股权回购注销冲减资本溢价所致。 

（14）库存股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75,476,036.16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获授限制

性股票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股权回购注销冲减所致。 

（15）利息收入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658,921.18元，减少比例38.04%，主要原因为本期

货币资金减少所致。 

（16）其他收益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1,818,757.03元，减少比例58.02%，主要原因为收

到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7）信用减值损失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25,813,564.61元，增加比例2291.63%，主要

原因为信用减值增加所致。 

（18）资产减值损失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6,138.95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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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资产处置收益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3,362,010.45元，增加比例99.92%，主要原因

为本期处置闲置资产增加所致。 

（20）营业外收入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7,269,592.57元，增加比例245.36%，主要原因

为收到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1）营业外支出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806,724.81元，增加比例46.62%，主要原因为疫

期向红十字会等公益单位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22）所得税费用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4,715,626.78元，增加比例84.36%，主要原因为

递延所得税资产计提减少所致。 

（23）收到的税费返还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5,753,503.97元，减少比例98.06%，主要原

因为本期收到税收返还减少所致。 

（24）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87,366,912.80元，减少比

例56.62%，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的往来款减少所致。 

（2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87,109,321.18元，减少比

例37.03%，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的往来款减少所致。 

（26）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

80,100.00元，增加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当期处置闲置的资产增加所致。 

（27）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6,068,232.53元，减少比例

100.00%，主要原因为本期预售不动产减少所致。 

（28）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192,969,353.56元，增加比

例433.96%，主要原因为收到筹资活动增加所致。 

（29）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228,219,666.61元，增加比

例856.34%，主要原因为支付筹资活动增加所致。 

2、母公司会计报表 

（1）货币资金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63,526,302.81元，减少比例86.86%，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入

减少和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2）应收票据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8,368,803.96元，减少比例99.15%，主要原因为收到票据

减少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247,361.75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可转

票据减少所致。 

（4）预付款项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1,362,009.53元，增加比例42.23%，主要原因为原材料储

备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1,004,078.03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应交

税费借方余额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减少所致。 

（6）短期借款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95,429,014.44元，减少比例68.65%，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

借款所致。 

（7）应付票据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15,864,978.98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本期办

理票据减少所致。 

（8）应付账款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49,291,053.13元，增加比例126.18%，主要原因为本期材

料购入增加所致。 

（9）预收款项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36,552,121.96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本期执

行新会计准则重分类到合同负债所致。 

（10）合同负债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63,853,288.93元，增加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本期执

行新会计准则由预收款项重分类转入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4,882,464.42元，减少比例66.51%，主要原因为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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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减少以及收入减少对应的业务人员提成薪酬减少所致。 

（12）应交税费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2,127,098.99元，减少比例61.60%，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入

减少，计提税费减少所致。 

（13）库存股2020年9月30日期末余额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75,476,036.16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获授限制

性股票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股权回购注销冲减所致。 

（14）税金及附加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1,312,930.36元，增加比例58.77%，主要原因为

增值税增加所致。 

（15）销售费用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6,594,965.55元，增加比例51.90%，主要原因为销

售费用增加运输费用所致。 

（16）其他收益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1,986,285.00元，减少比例70.06%，主要原因为收

到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7）投资收益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47,436,436.33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

收到子公司分红减少所致。 

（18）信用减值损失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1,232,039.04元，减少比例55.62%，主要原因

为信用减值减少所致。 

（19）资产减值损失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6,138.95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20）资产处置收益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35,437.77元，减少比例160.70%，主要原因为

本期处置闲置资产收益减少所致。 

（21）营业外收入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2,018,097.51元，增加比例395.59%，主要原因

为收到与日常活动无关的税收减免和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2）营业外支出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433,017.01元，减少比例46.64%，主要原因为处

置非流动资产减少所致。 

（23）所得税费用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5,493,786.97元，增加比例1195.48%，主要原因

为递延所得税资产计提减少所致。 

（2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128,613,920.33元，减少比

例34.64%，主要原因为收入减少所致。 

（25）收到的税费返还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5,575,530.76元，减少比例100.00%，主要

原因为收到税费返还减少所致。 

（26）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3,094,262.51元，减少比例

44.18%，主要原因为收到往来款减少所致。 

（27）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105,327,616.74元，减少比

例36.46%，主要原因为购买材料支出减少所致。 

（28）支付的各项税费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5,647,898.55元，增加比例94.06%，主要原

因为增值税及其附加税增加所致。 

（29）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12,304,513.27元，减少比

例39.44%，主要原因为支出往来款减少所致。 

（30）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增加

83,000.00元，增加比例100.00%，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31）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6,068,232.53元，减少比例

100.00%，主要原因为本期预售不动产减少所致。 

（32）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

1,037,544.93元，减少比例79.43%，主要原因为本期在建工程投入减少所致。 

（33）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61,416,007.32元，减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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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6.29%，主要原因为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减少所致。 

（3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20年1-9月累计发生额较2019年同期累计发生额减少83,051,814.99元，减少比

例55.44%，主要原因为支付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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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9年7月2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诉讼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越野

一族体育赛事（北京）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赛车星球（北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分别收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Robert Gordon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请书》等。2017年10月3日，申请人Robert 

Gordon认为越野一族投资公司违反了其与李巧娜签订的《Memorandum of Agreement》中的相关义务，而李巧娜获得越野一

族投资公司的洽谈授权，其将越野一族投资以及其认为属于越野一族投资公司的关联实体的越野一族体育赛事（北京）有限

公司、越野一族（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非比风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越野一族视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汽车星球科技有限公司、赛车星球（北京）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越野一族星球（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越野一族文化产业（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易闯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知行如是（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均作为被申请人一并向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司法仲裁调解服务奥兰治县分部（以下简称“奥兰治县分部”）申请仲裁。奥兰治县分部于2018年8月8日作出仲

裁书，要求被申请人连带赔偿申请人截至2018年7月24日的本金及利息45,871,224美元，以及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付清之前

按年利率10%计算的额外单利利息。 

2019年3月12日，申请人依据奥兰治县分部作出的仲裁书，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请求承认和执行该

仲裁书，强制执行逾期利息，及各被申请人承担申请和执行费用。 

2019年5月9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将申请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议案予以立案，案号为（2019）京04

协外认29号。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公司将会积极应诉、举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诉讼

风险。 

2、2019年12月20日，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向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请求判令解除阿拉善盟

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要求阿拉善盟

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支付工程款、违约金、经济损失及律师费等各项金额合计307,437,592元。浙江

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经法院审查，裁定对梦汽文旅及盛农投资名下相应价值301,905,775

元的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其中涉及前述两个公司的银行账户和盛农投资持有的公司股权。公司目前已聘请律师参与诉讼

程序。  

3、阿拉善盟梦想之路商贸有限公司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相应价值3,000万元的财产进行查封。公司目前已聘请律师参与诉讼程序。 

4、全资子公司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宁夏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二分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及索赔70,703,215.78元，违约金38,377,098.80元，共计109,080,314.58元, 截止目前，尚

未判决。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Robert Gordon 起诉越野一族投资以及其认为属于越野一族

投资公司的关联实体及公司等 12 名被告 
2019 年 07 月 02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公司阿拉善盟梦

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支付工程款、违

约金、经济损失及律师费等各项金额合计 307,437,592 元。 

2020 年 01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阿拉善盟梦想之路商贸有限公司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

申请，要求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
2020 年 01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相应价值 3,000 万元的财产进行查封。 

宁夏建工向阿拉善盟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请求判

令控股子公司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支

付宁夏建工工程款及索 70,703,215.78 元，违约金

38,377,098.8 元，共 109,080,314.58 元。 

2020 年 07 月 2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6年11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关联董事熊毅回避本次董事会会议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6年11月22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核查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中的激励对象进行了初步核查，认为列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第八条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

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3、2016年12月6日，公司监事会出具《监事会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认为本次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规定的各项条件。公司已经通过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及公司网站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

为2016 年11月25日至2016年12月5日。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任何关于激励名单的异议。  

4、2016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5、2016年12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已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确定以2016年12月19日作为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激励对象名单向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

性股票，关联董事熊毅回避本次董事会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本次授予是否符合公司本次激

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按照《201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数量、授予价格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6、2016年12月19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7、2016年12月19日，公司监事会出具《关于公司向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见》，

认为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符合《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激励对象

获授权益的条件已成就；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并同意按照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8、2017年2月8日，公司实施并完成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本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2月9日。 

9、2017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参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4名激励对象从公司离职，不再符合《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将由31名调整为27名，对应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为7,200,000股，回购价格为10.81元/股。 

10、2017年9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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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激励对象、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参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11名激励对象从公司离职，不再符合《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将由27名调整为16名，对应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为18,800,640股，回购价格为10.81元/股。 

11、2018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回购数量、

回购价格及获授限制性股票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予以回购注销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因

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熊毅、刘雨瑄、刘玉科、余艺、王青、刘策和周国强7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从公司离职被

取消激励资格，公司须对其获得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经调整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将由16名调整

为9名，对应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调整为8,282,880股。同时，根据《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次解除限售期限内未达到绩效考核目标，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内

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经调整后合计2,985,984股，由公司予以回购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获授限制性

股票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予以回购注销的议案》，并对此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2、2020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获授限制性股票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并调

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予以回购注销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2016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截至本次董事会审议之日，仍参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有江澎、

李辛、王暕、王龙、蒋波、杨欣蓓、王英、尹兵及郑小平共计9名，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上述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共计获得6,220,800股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对上述未解除限售条件的股

票进行调整。其中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未达到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已经履行回购注销审议程

序，回购注销2,985,984股。现按照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未达到

第二次及第三次解除限售条件，涉及需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为9名，他们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经调整后合计6,967,296股。至此，

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4,236,800股全部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公司独立

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获授限制性股票未达成

解除限售条件并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及予以回购注销的议案》，并对此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因此，公司目前的注册资本552,960,000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股份总数是597,196,800股。上述事

项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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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广东顾地塑

胶有限公

司、林伟雄、

邱丽娟、林

超群、林昌

华、林超明、

林昌盛 

关于同业竞

争方面的承

诺 

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本公司）

及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公司均未直接

或间接经营任何与顾地科技及其子公司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顾地科技及

其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011 年 03 月 16 日 长期有效 按承诺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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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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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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