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 / 9 

 

公司代码：601002                                             公司简称：晋亿实业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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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蔡永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费贵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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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9,112,149.28 4,234,221,183.34 1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570,933,593.52 2,715,909,026.39 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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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21,678.64 307,224,420.83 -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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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9,913,960.45 2,355,809,271.42 -2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6,895,487.92 126,408,123.63 -1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792,183.40 118,945,510.41 -2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8 4.79 
减少 1.41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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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 0.159 -23.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 0.159 -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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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231.09 -1,444,7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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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7,300.58 24,237,329.6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62,880.22 6,326,686.2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99.81 -182,370.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16,109.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7,416.00 15,989.36  

所得税影响额 -1,847,314.90 -7,165,694.07  

合计 3,996,551.00 23,103,3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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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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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   CHAMP 

ENTERPRISE CO., 

LTD. 

372,064,367 39.11 44,309,160 无  境外法人 

晋正贸易有限公司 40,000,000 4.21 40,000,00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9,434,000 2.04 0 未知  未知 

晋正投资有限公司 17,405,060 1.83 17,405,06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1.05 10,000,000 未知  未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00 0.84 8,000,00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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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华基金－建设银

行－中国人寿－中

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委托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定增

组合 

8,000,000 0.84 8,000,000 未知  未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085,000 0.53 5,000,000 未知  未知 

太平洋资管－招商

银行－太平洋卓越

港股量化优选产品 

4,400,000 0.46 4,400,000 未知  未知 

陈帅 4,097,600 0.43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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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 CHAMP ENTERPRISE CO., LTD. 327,755,207 人民币普通股 327,755,20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4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34,000 

潘琴玉 3,699,959 人民币普通股 3,699,95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大制

造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郭成良 2,78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0,800 

刘惠敏 2,5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300 

张景山 2,296,543 人民币普通股 2,296,543 

朱昆 2,21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9,500 

魏东 2,1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2,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聚信价值

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61,890 人民币普通股 1,561,8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以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CHIN CHAMP ENTERPRISE 

CO., LTD.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

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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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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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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分析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说明 

营业收入 1,759,913,960.45 2,355,809,271.42 -25.29   【1】 

营业成本 1,371,871,104.15 1,818,778,103.42 -24.57   【2】 

销售费用 81,588,639.26 132,708,992.77 -38.52   【3】 

管理费用 74,735,616.66 84,855,801.97 -11.93    

研发费用 82,019,997.23 81,702,143.79 0.39    

财务费用 14,692,109.58 16,443,598.20 -10.65    

其他收益 24,237,329.62 3,924,384.60 517.61   【4】 

信用减值损失 14,796,644.40 -10,960,309.05 不适用  【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4,821,678.64 307,224,420.83 -43.10  
 【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76,555,207.24 -44,802,461.24 不适用 
 【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9,877,506.37 -213,529,309.26 不适用 
 【8】 

 

说明： 

【1】营业收入的下降，主要系受铁道扣件发货周期的影响，铁道扣件产品销售收入的同比下降所

致，同时，1季度受国内外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71.59%，2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64%，

3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43%。 

【2】营业成本的下降，主要系随销售收入下降。 

【3】销售费用的下降，主要系销售服务费的减少。 

【4】其他收益的增加，主要系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的增加。 

【5】信用减值损失的增加，主要是超期4-5年的大额应收账款的收回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收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投资理财增加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定向增发完成，吸收投资收到现金的增

加所致。 

 

二、主要资产及负债项目重大变动分析 

资产负债表项目

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年同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数

较上年期末

数变动比例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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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23,072,907.24 0.47 276,849,674.86 6.25 -91.67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530,520,000.00 10.92 
  

100.00 【2】 

应收账款 723,693,305.20 14.89 690,549,783.69 15.58 4.80  

预付款项 213,918,868.61 4.40 206,138,518.95 4.65 3.77  

存货 1,570,858,636.10 32.33 1,548,840,976.79 34.95 1.42  

其他流动资产 302,768,219.57 6.23 136,930,406.43 3.09 121.11 【3】 

固定资产 1,073,935,272.63 22.10 1,147,557,699.91 25.90 -6.42  

在建工程 36,918,742.89 0.76 76,875,492.39 1.73 -51.98 【4】 

无形资产 100,056,568.88 2.06 102,374,637.81 2.31 -2.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87,573,849.70 1.80 69,289,564.28 1.56 26.39  

应付票据 519,658,296.16 10.69 384,987,555.00 8.69 34.98 【5】 

应付账款 211,879,658.98 4.36 294,111,468.06 6.64 -27.96  

预收款项 
  

31,028,520.98 0.70 -100.00 【6】 

合同负债 32,442,730.53 0.67 
  

100.00 【7】 

应付职工薪酬 17,741,794.81 0.37 19,114,226.53 0.43 -7.18  

应交税费 37,251,022.85 0.77 26,517,113.73 0.60 40.48 【7】 

其他应付款 14,994,651.82 0.31 22,973,436.58 0.52 -34.73 【8】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37,500,000.00 0.85 -100.00 【9】 

递延收益 31,783,657.70 0.65 24,542,107.88 0.55 29.51 【10】 

长期应付款 204,915,541.31 4.22 620,000,000.00 13.99 -66.95 【11】 

递延所得税负债 26,946,251.42 0.55 21,530,826.00 0.49 25.15  

其他综合收益 47,879,789.63 0.99 
  

100.00 【12】 

 

说明： 

【1】货币资金的下降，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的投资活动支出增加所致。 

【2】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增加，系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确认的指定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上年同期列报在其他流动资产。 

【3】其他流动资产的增加，主要系按摊余成本计量的保本理财产品的增加。 

【4】在建工程的下降，系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5】应付票据的增加，系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原材料采购款的增加。 

【6】预收款项的变动，系根据新收入准则结转至合同负债列示。 

【7】应交税费的增加，主要系应交所得税的增加。 

【8】其他应付款的减少，主要系偿还拆借款利息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减少，系已偿还该拆借款所致。 

【10】递延收益的增加，系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增加。 

【11】长期应付款的减少，系已偿还该类拆借款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的增加，系按照“一揽子交易”处理的，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投

资至丧失控制权的，在丧失控制权之前的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

差额，在合并资产负债中先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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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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2020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7月 17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晋

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20-051号） 

2、关于子公司晋亿物流一揽子交易的进展事项 

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

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

定媒体披露的《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管理层股东涉及关联交易的公

告》（临 2020-036 号）。报告期内，子公司晋亿物流一揽子交易的进展情况如下： 

(1)关于股权转让的事项 

2020年 5月 13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通过现金交

易方式，将所持有的晋亿物流 20.6%股权转让给嘉兴福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次 20.6 %股权转

让的价款为人民币 97342487.2元。同日，公司与嘉兴福习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详

见公告“临 2020-034 号”。 

受疫情影响，嘉兴福习向公司提出延期付款的申请，双方经友好协商，公司与嘉兴福习签订

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20年 6月 11日，第六届董事会 2020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临 2020-047号”。报告期内，公司

已收到嘉兴福习全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97342487.20 元。 

(2)关于出售资产的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公司拟通过

现金交易方式，将所持有晋亿物流13.82%的股权转让给宁波晋昌咨询，本次13.82%股权转让的价

款为人民币64949553.03元。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1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晋亿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临2020-056号） 

前述交易股权转让款均已支付完毕。2020年9月3日，公司子公司晋亿物流已完成以上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临2020-058

号） 

(3)关于签订加入及转让协议的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加入及转让协议的议案》，

嘉兴福习加入增资协议, 成为增资协议的一方, 作为增资协议下的财务投资人享有在增资协议项

下权利和利益, 承担在增资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晋昌咨询加入增资协议, 成为增资协议的一方, 

作为增资协议下的持股平台享有在增资协议项下权利和利益, 承担在增资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

各方同意, 黄贇将其在增资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黄贇持股平台。自本协议签署日, 黄贇

持股平台成为增资协议的一方, 作为跟投方之一享有黄贇在增资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和利益, 承

担黄贇在增资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和责任。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1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加入及转让协议的公告》（临2020-057号） 

前述交易初次增资款均已支付完毕。2020年9月22日，公司子公司晋亿物流已完成以上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临2020-059

号） 

3、重大合同进展事项 

（1）2017年，公司与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

的投标文件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就第F01包号（项目编号：TOWZ201600600）物资的采购和供应签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8 / 9 

 

订了总价为人民币102,886,426元的买卖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临2017-005号”。截至报告期末

实现含税销售100,705,268.59元。 

（2）2016年，本公司与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的投标文件

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就第F03包号物资高速扣配件的采购和供应签订了总价为人民币

20,374,219.00元的买卖合同。具体内容详见“临2016-020号”。截至报告期末实现含税销售

15,030,624.60元。 

（3）2016年，本公司与昌九城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的投标

文件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就第F01包号（项目编号：JW2016-001）物资高速扣配件的采购和供应签

订了总价为人民币284,481,900.00元的买卖合同。具体内容详见“临2016-023号”、“临2016-024号”。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含税销售283,939,037.11元。 

（4）2016年，本公司与青藏铁路公司格库铁路建设指挥部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

的投标文件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就第F01包号（项目编号：JW2016-003）物资弹条扣件的采购和供

应签订了总价为人民币37,620,000元的买卖合同。截至报告期末实现含税销售20,346,000.00元。 

（5）2016年，本公司与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的

投标文件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在新建大同至张家口高速铁路（山西段）就第F04包号（项目编号：

JW2016-006）物资高速扣配件的采购和供应签订了总价为人民币78,743,079元的买卖合同。截至

报告期末实现含税销售78,315,170.96元。 

（6）2016年，本公司与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蒙华铁路MHPJ-3标段项目经理部在新建蒙西

至华中铁路煤运通道工程就蒙西华中铁路MHPJ-3施工标段普铁扣件和重载扣件物资的采购和供应

签订了总价为人民币108,158,237.04元的买卖合同。截至报告期末实现含税销售94,374,125.07

元。 

（7）2017年，本公司与渝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的投标文件

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在改建铁路重庆至怀化线涪陵至梅江段（成都局管内）增建第二线工程就第

F02包号（项目编号：TOWZ201700400）重载及高速铁路钢轨扣配件的采购和供应签订了总价为人

民币104,208,426元的买卖合同。截至报告期末实现含税销售80,974,733.30元。 

（8）2019年3月29日，公司与怀邵衡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的

投标文件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就第F01包号（项目编号：TOWZ201802000）物资的采购和供应签订

了总价为人民币393,990,375元的买卖合同。截至报告期末实现含税销205,109,842.88元。 

（9）2019年7月26日，公司与昌九城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

的投标文件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就第F01包号（项目编号：TOWZ201900600）物资的采购和供应签

订了总价为人民币230,661,139.30元的买卖合同。具体内容详见“临2019-039号”。截至报告期末

尚未销售。 

（10）2020年3月17日，公司与川南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

的投标文件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就新建川南城际铁路内江至自贡至泸州线甲供物资钢轨扣件

CNWZ-02包的采购和供应签订了总价为45,886,500元的买卖合同。截至报告期末实现含税销售

45,886,500.00元。 

(11)2020年 6月 9 日，公司与怀邵衡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就新建常德经益阳至长沙铁路工程项

目 F01 包件（项目编号：TOWZ202000500）的采购和供应签订了总价为 132,342,393.76 元的买卖

合同。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实现销售。 

(12)2020年 7月 27日，公司与广西南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卖方

的投标文件及相关保证和承诺，就新建南宁至崇左铁路甲供物资扣配件 NCWZ-12（项目标号：

E4500002802000908）包的采购和供应签订了总价为 106826406.14元的买卖合同。截至报告期末

尚未实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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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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永龙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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