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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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石俊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志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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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005,650.88 2,169,687,372.78 1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469,927,267.04 1,354,524,571.07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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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65,850.69 219,532,731.1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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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228,216.34 1,216,531,992.98 1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3,955,625.95 94,644,871.18 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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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2,549,401.97 86,614,813.21 53.0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14 7.33 增加 2.8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8 0.31 54.8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7 0.31 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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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651.73 -483,7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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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8,014.20 12,508,497.9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

的损益 
1,574,671.54 4,822,3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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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2,988.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

业外收入和支出 
-450,031.64 -142,057.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249,536.20 638,387.68  

所得税影响额 -432,724.06 -2,254,196.63  

合计 1,794,742.11 11,406,2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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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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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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俊峰 151,901,568 50.20 0 质押 
60,475,16

2 

境内自

然人 

建投嘉驰（上海）投资有限

公司 
21,025,300 6.95 0 无 0 

国有法

人 

朱香兰 16,870,464 5.5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南京贝利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9,679,700 3.2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

投资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5,521,387 1.82 0 未知 0 其他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5,000,000 1.65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品质优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54,712 1.31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000 1.06 0 未知 0 其他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迎水日新 9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026,800 1.00 0 未知 0 其他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迎水日新 8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3,025,000 1.00 0 未知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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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俊峰 151,901,568 人民币普通股 151,90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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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嘉驰（上海）投资有限

公司 
21,0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25,300 

朱香兰 16,870,464 人民币普通股 16,870,464 

南京贝利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9,6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9,679,700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人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

投资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521,387 人民币普通股 5,521,387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品质优选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54,712 人民币普通股 3,954,7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迎水日新 9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026,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6,80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迎水日新 8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0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石俊峰与朱香兰系夫妻关系，朱香兰控股南京贝利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因此，石俊峰、朱香兰和南京贝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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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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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度期末金

额 

增减比例 

（%） 
说明 

货币资金 336,923,411.14 530,142,547.84 -36.45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427,000,000.0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45,853,645.25 25,925,919.14 76.86 主要系本期收取商业承兑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81,912,602.25 149,533,579.69 -45.22 主要系本期收取银行承兑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50,006,875.04 29,707,380.42 68.33 
主要系本期预付基础油、乙二醇材料

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599,362.17 3,693,853.25 105.73 
主要系本期业务广告费摊销增加所

致 

在建工程 76,021,714.82 30,441,161.41 149.73 
主系本期天津园区二期及溧水园区

仓库建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7,309,505.00 3,836,539.10 90.52 主要系本期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96,000,000.00 188,000,000.00 -48.94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155,009,253.52 108,022,542.82 43.50 主要系本期原料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5,839,901.67  主要系本期会计科目重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38,761,726.40   主要系本期会计科目重分类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0,000,000.00 15,000,000.00 33.33 

主要系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000,000.00 97,000,000.00 -98.97 主要系本期归还部分长期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 391,754,283.30   主要系本期发行可转债所致 

递延收益 42,904,535.39 27,968,470.73 53.40 主要系本期收到财政补助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32,565.75 411,595.59 -67.79 主要系本期报表外币折算减少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1-9 月） 

增减比例

（%） 
说明 

投资收益 1,139,326.52 -1,488,639.16 -176.53 
主要系本期乙二醇期货投资收益增

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96,408.60 -891,561.78 -55.54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 3,047,605.37 1,051,442.86 189.85 主要系本期财政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40,367,311.38 -170,615,515.16 275.33 

主要系本期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6,148,867.62 -24,587,579.49 -1,060.44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

加及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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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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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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石俊峰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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