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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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晓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田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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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5,493,131.90 2,228,615,525.51 6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1,343,332.74 1,079,467,552.49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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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893,607 .47 12,542,939.33 2,8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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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1,775,508.52 4,145,336,906.33 14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792,006.12 98,626,865.97 8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4,083,653.76 96,343,147.94 7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0 20.29 减少 4.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 0.87 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 0.8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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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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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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6,271.54 19,024,6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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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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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1,953.36 2,956,390.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2,235.52 69,596.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53,514.17 -2,202,932.03  

所得税影响额 -1,734,164.36 -5,139,398.26  

合计 4,682,781.89 14,708,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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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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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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晓钧 40,647,125 19.91 40,647,125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泉 40,233,875 19.70 40,233,875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东证周德（上海）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410,000 4.1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

苏有限合伙） 

7,548,445 3.7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金雷力 3,625,000 1.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智彦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4,094 1.6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丰颖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262,500 1.6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三安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3,223,021 1.5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基石仲盈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2,903,000 1.4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昆山嘉成优选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2,886,150 1.4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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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证周德（上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4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10,000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 7,548,445 人民币普通股 7,548,445 

金雷力 3,6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5,000 

北京智彦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4,094 人民币普通股 3,334,094 

北京丰颖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2,500 

宁波三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223,021 人民币普通股 3,223,021 

北京基石仲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9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3,000 

昆山嘉成优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86,150 人民币普通股 2,886,150 

北京安泰盛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805,750 人民币普通股 2,805,750 

南通金轮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2,626,246 人民币普通股 2,626,2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泉、钱晓钧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各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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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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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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20年 9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比

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58,834,265.35  

   

790,796,369.01  97.12 

主要为营业收入快速增长收到

的货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1,000,000.00   450,000,000.00  -37.56 主要为结构性存款到期所致 

应收票据   30,000.00   500,000.00  -94.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商业承兑汇票

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126,417,313.04   78,835,944.82  60.35 主要随着营业收入规模扩大，应

收项目相应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62,114,541.74   287,865,544.76  60.53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

规定变更报表科目所致。随着营

业收入的增加收到的银行承兑

汇票增加。   

预付款项   961,007,591.29   552,730,500.95  73.87 主要系报告期内：1）随着多多

平台交易量的增长，对商品供应

量的需求增加所致；2）为充分

保障多多平台双十电商节的货

源所致，2020年双十节实现了 

43.8亿集采订单；3）与 2019

年三季度同比增加 66.74%，

2019年三季度预付账款余额为

57,634.67万元。 

其他应收款   8,415,693.88   3,443,627.99  144.38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的押金保

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32,971,821.20   13,423,082.57  145.64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着多多平台

交易量的扩大，自有仓库的零配

订单和调剂订单增多，从而适当

增加库存以保障服务。 

固定资产   107,792,466.76   21,729,151.12  396.0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购买房产所

致 

开发支出   14,983,255.00   6,459,746.16  131.9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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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508,516,566.07  246,387,696.15  106.39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增加

所致 

应付票据   864,318,195.62  415,106,816.00  108.22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付供应商货

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179,197,430.97   120,406,255.70  48.83 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付供应商货

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546,125.88  251,912,328.90  不适用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变更报表科目,将预收账款科目

分为预收账款科目、合同负债科

目分别列示. 

     

合同负债   579,185,027.03   不适用 1）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

定变更报表科目,将预收账款科

目分为预收账款科目、合同负债

科目分别列示；  

2）合同负债较上年期末预收增

加 32,727.27 万元，增长

129.92%；2019年三季度预收账

款余额为 156,750,615.63，同比

增加 269.49%。 

3）随着公司多多电商平台交易

业务快速增长预收货款获得快

速增长。 

应交税费   118,248,049.36   51,678,892.02  128.81 主要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

导致应交税费增加。 

递延收益   639,208.29   1,030,990.00  -38.00 主要为政府补助贷款贴息减少

所致 

实收资本（股本）   204,181,750.00  140,815,000.00  45.00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未分配利润   503,264,546.89  340,666,265.77  47.73 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利润与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031,775,508.52  4,145,336,906.33  142.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网上商

品交易业务的增长。公司通

过产业链“战疫”计划、拓

展全球寻源、推出工业品/原

材料带货直播和百团拼购等

举措，积极转危为机，旗下

各多多电商平台的注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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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订单量增长较快，推动了

交易收入快速增长。 

营业成本 9,604,125,577.95  3,851,259,646.38  149.38 主要系报告期内网上商品交

易业务的采购成本，网上商

品交易的采购量增加，营业

成本随之增加。 

研发费用  21,888,820.23   13,878,508.07  57.72 主要系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 

其他收益  124,538.68   2,980.80  4,078.0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1,511,100.12   4,485.17  256,548.02 主要系报告期内结构性存款

到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041,022.47   3,842,112.94  473.6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

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67,024,482.50   35,953,936.60  86.42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9,893,607.47    12,542,939.33  2,849.02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

品回款较好，业务的持续盈

利能力正在不断增强。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79,332,901.53   -538,272.45  107,528.19 主要系报告期内定期存款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0,644,952.18   499,023,336.78  -51.78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短期借

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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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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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泉 

日期 2020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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