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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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启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郑丽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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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3,006,442.97 2,273,254,877.64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74,029,864.55 964,506,409.58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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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810,678.75 33.68% 977,013,348.36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278,002.82 147.42% 29,236,249.75 36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703,538.67 76.84% -9,962,291.88 -354.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414,129.23 -382.46% -54,834,992.57 9.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150.00% 0.11 4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150.00% 0.10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5.33% 3.01%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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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6,584.24 
主要系江西翔鹭“退城入园”搬

迁确认部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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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2,107.87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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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547.94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

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920.28 主要系捐赠、政府补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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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842,643.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24.89  

合计 39,198,54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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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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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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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市众达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2% 53,407,200  质押 4,230,000 

陈启丰 境内自然人 18.94% 51,836,400 38,877,300 质押 30,012,161 

潮州启龙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4% 51,836,400  质押 26,066,000 

佘周鹏 境内自然人 1.28% 3,512,100    

潮州市永宣陶瓷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3,113,98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

资源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1% 1,930,772    

吴开贤 境内自然人 0.35% 961,456    

王木胜 境内自然人 0.26% 715,800    

王凤飞 境内自然人 0.25% 671,800    

陈志辉 境内自然人 0.23% 63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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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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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潮州市众达投资有限公司 53,4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53,407,200 

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 51,836,4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36,400 

陈启丰 12,95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59,100 

佘周鹏 3,5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2,100 

潮州市永宣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3,113,980 人民币普通股 3,113,98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资源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30,772 人民币普通股 1,930,772 

吴开贤 961,456 人民币普通股 961,456 

王木胜 715,800 人民币普通股 715,800 

王凤飞 671,800 人民币普通股 671,800 

陈志辉 639,500 人民币普通股 63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陈启丰及其实际控制的潮州市众达投资有限公司、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

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潮州市众达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0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0,407,200 股 ，合计持有 53,407,200 股。潮州启龙

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0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3,836,400 股 ，合计持有 51,836,400 股。王木强通过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5,3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540,500

股 ，合计 715,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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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重大变动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0 30,000,000.00 -100.00% 较上年度末减少100.00%，主要系本期期末已赎

回理财产品 

预付款项 133,246,793.56 59,318,145.49 124.63% 较上年度末增加124.63%，主要系增加预付供应

商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42,411,973.20 784,001.68 5309.68% 较上年末增加5309.68%，主要系增加应收未收

的搬迁款 

持有待售资产 9,879,041.60 48,761,856.51 -79.74% 较上年末减少79.74%，主要系持有待售资产满

足出售条件转出所致 

在建工程 148,792,115.15 251,729,696.72 -40.89% 较上年末减少40.89%，主要系在建工程完工验

收转出 

长期待摊费用 19,498,983.35 5,291,735.25 268.48% 较上年末增加268.48%，主要系长期待摊费用增

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821,472.65 41,801,209.10 -98.03% 较上年末减少98.03%，主要减少设备工程预付

款 

应付账款 83,853,079.77 58,971,882.73 42.19% 较上年度末增加42.19%，主要系采购物料增加

需支付应付款增加 

预收款项 0 3,629,211.96 -100.00% 较上年末减少100%，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预

收款项转入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10,441,138.36 0 100.00% 较上年末增加100%，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预

收款项转入合同负债及预收客户款有所增加 

其他应付款 4,391,081.75 14,923,505.72 -70.58% 较上年末减少70.58%，主要系减少其他应付款

项 

其他流动负债 1,358,331.75 443,370.83 206.36% 较上年末增加206.36%，主要增加可转债的应付

利息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72,207.53 4,163,909.82 -43.03% 较上年末减少43.03%，主要系税率变动导致非

同一控制企业合并评估增值资产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的减少 

少数股东权益 0 15,693,036.60 -100.00% 较上年末减少100%，系收购全部少数股东股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率 重大变动说明 

税金及附加 1,895,100.11 4,358,728.58 -56.52% 报告期内同比减少56.52%，主要系子公司税费

降低 

销售费用 3,331,548.05 8,120,974.62 -58.98% 报告期内同比减少58.98%，主要系执行新收入

准则运费计入营业成本 

研发费用 43,681,522.51 27,466,960.12 59.03%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59.03%，主要系研发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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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其他收益 18,202,107.87 2,848,461.03 539.02%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539.02%，主要系与经营相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497,279.33 -2,329,096.69 78.65%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78.65%，主要系计提的坏账

准备减少 

投资收益 1,274,547.94 0 100.00%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100%，系闲置募集资金理财

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20,653,452.74 2,243.25 920593.31%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920593.31%，主要系江西翔

鹭“退城入园”搬迁确认部分收益 

营业外收入 96,920.28 1,219,250.83 -92.05% 报告期内同比减少92.05%，主要系政府补助减

少 

营业外支出 186,868.50 883,926.85 -78.86% 报告期内同比减少78.86%，主要系减少对外捐

赠 

所得税费用 -1,264,467.72 3,675,671.39 -134.40% 报告期内同比减少134.4%，主要系合并报表评

估增值资产税率变动调整差额计入所得税费用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率 重大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834,992.57 -60,344,377.65 9.13%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9.13%，主要系支付的各项税

费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765,983.65 -134,055,730.02 91.97% 报告期内同比增加91.97%，主要系减少购建固

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及增加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

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2,759,453.73 503,906,510.34 -89.53% 报告期内同比减少89.53%，主要系去年同期收

到可转债募集款及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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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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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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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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06号）

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1.42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285,500,000.00

元，扣除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27,000,000.00元后，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258,500,000.00

元，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1日汇入公司的银行账户。再扣除本次发行直接相关费用人民币10,486,300.0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8,013,7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于2017年1月11日出具了“广会验字[2017]G14000340425号”验资报告。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人民币245,429,566.76元，扣除手续费后加上累计利息收入净额人民币2,739,958.91元，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人民币5,324,092.15元，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74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301,922,3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11,720,2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90,202,1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9年8月26日出具

了“广会验字[2019]G18015860052号”验资报告。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

入募投项目人民币62,771,870.25元，扣除手续费后加上累计利息收入净额人民币2,008,295.43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60,000,000.00元，购买理财产品金额67,000,000.00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2,438,525.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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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7,000 6,700 0 

合计 7,000 6,7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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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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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