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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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奚凯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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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6,772,365.20 14,484,707,880.46 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240,871,571.19 6,126,096,022.4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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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298,620.47 559,758,081.85 -3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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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4,671,594.08 3,281,517,591.24 8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3,794,736.06 249,683,587.90 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7,343,615.36 202,327,410.15 2.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10 4.23 减少 0.13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16 0.2573 1.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16 0.2573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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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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9.12 -71,081.8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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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707.50 15,088,5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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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0,609.70 46,422,6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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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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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3,579.76 -371,007.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0,564.54 -2,407,286.54  

所得税影响额 -4,510,845.72 -12,210,735.96  

合计 16,808,138.06 46,451,1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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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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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318,002,033 32.78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 
40,990,280 4.2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0,262,200 2.0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上海张桥经济发展总

公司 
19,494,444 2.01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827,882 0.70 0 未知  境外法人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

限公司 
5,818,782 0.60 0 无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证基建工

程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5,177,570 0.53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上海国

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3,560,271 0.37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3,319,098 0.34 0 未知  国有法人 

王明 2,003,097 0.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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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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18,002,033 人民币普通股 318,002,033 

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40,990,280 人民币普通股 40,990,2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62,200 

上海张桥经济发展总公司 19,494,444 人民币普通股 19,494,44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27,882 人民币普通股 6,827,882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5,818,782 人民币普通股 5,818,78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基建

工程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177,570 
人民币普通股 

5,177,57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560,271 
人民币普通股 

3,560,27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19,098 人民币普通股 3,319,098 

王明 2,003,097 人民币普通股 2,003,0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是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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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9月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元） 

项目 
与上年末比较的增(+)

减(-)额 

与上年末比较的增

(+)减(-)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5,540,000.00 -93.27% 本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预付款项 -70,793,396.92 -64.37% 本期末项目预付款减少。 

其他应收款 -514,823,809.60 -97.81% 

主要是本期收回周家渡项目的

土地出让保证金 3.15亿元、收

到财务公司分红款 14,877万元

以及应收利息减少 3,975万元。 

存货 -1,677,850,645.20 -49.43%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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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中列示的，根据工程项目

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金额超过

已办理结算价款的，按其流动性

分类调整至"合同资产"、"其他

非流动资产"中列示。 

合同资产 3,052,619,827.23 不适用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

"存货"中列示的，根据工程项目

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金额超过

已办理结算价款的，按其流动性

分类调整至"合同资产"、"其他

非流动资产"中列示。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95,582,641.19 -49.79%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69,427,057.16 83.45% 本期末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 

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100,000,000.00 125.00% 

本期新增张江燧锋创新股权投

资基金出资额 10,000 万元。 

长期待摊费用 9,171,244.02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末新增沥青基地环

保改造费。 

其他非流动资

产 
892,333,566.62 不适用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

“存货”中列示的，根据工程项

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的金额超

过已办理结算价款的，按其流动

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资产”、“其

他非流动资产”中列示。 

应付票据 51,810,510.02 87.08% 本期末应付商业承兑汇票增加。 

预收款项 -1,457,503,850.44 -99.91%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

“预收账款”中列示的，根据其

流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中列示。 

合同负债 275,922,316.63 不适用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

"预收账款"中列示的，根据其流

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中列示。 

应交税费 -86,957,674.88 -72.68% 本期缴纳上期计提的各项税费。 

其他流动负债 188,349,438.94 192.45% 本期末待转销项税额增加。 

应付债券 558,284,704.32 93.22% 

本期发行公司债 9亿元，回购公

司债 1.41亿元，到期兑付公司

债 2亿元。 

其他非流动负

债 
96,683,552.66 不适用 

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原在

"预收账款"中列示的，根据其流

动性分类调整至"合同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中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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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与上年同期比较的增

(+)减(-)额 

与上年同期比较的

增(+)减(-)幅度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673,154,002.84 81.46% 
主要是本期在建项目实现的工

作量多于上年同期。 

营业成本 2,560,201,527.53 87.05% 
主要是本期在建项目实现的工

作量多于上年同期。 

研发费用 55,399,384.36 35.21% 

主要是下属子公司对绿色施工

技术研究项目及工程钢结构系

杆拱吊装施工技术研究项目等

加大了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31,159,080.22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减少，同时

利息支出多于上年同期。 

其他收益 342,719.97 372.30% 
主要是本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

政府补助多于上年同期。 

信用减值损失 -7,685,981.46 -500.45% 

主要是本期末应收账款、合同资

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原值增加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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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

书。原告上海亚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一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被告

二上海鉴韵置业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立案[案号

为(2020)沪民初1号]。该案件第三人包括上海龙建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集团”）、上海张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该案件诉讼原告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共同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黄浦江沿岸

E8E10单元E23-4、E24-1地块在建工程（含相应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至第三人上海龙建房地产投

资有限公司名下；该案件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由两被告承担。 

相关公告于2020年3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拟通过协议约定，以现金方式分别购买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

嘴集团”）、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资管”）、上海联洋集团有限公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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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分别持有的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6%、3.6%、3.6%股权，合计股权比例为13.2%，

交易价格分别为17,484万元、10,490.4万元、10,490.4万元，合计38,464.8万元。因公司控股股

东浦发集团副总经理马诗经先生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曾担任交易对手方陆家嘴集团的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与陆家嘴集团的股权转让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因外高桥资管为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投控”）的全资子公司，浦东投控副总经理王鸿先生在本次交易

前12个月内曾担任公司控股股东浦发集团副总经理，公司与外高桥资管的股权转让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已取得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批复，尚待银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目前，交易各方正在办理各自

股权转让合同签署的相关手续。 

相关公告于2020年8月28日、2020年10月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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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明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http://www.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