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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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光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睢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陈卫群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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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256,049.47 89,085,646.27 -1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16,269.39 4,959,554.25 -1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17,715.56 4,848,668.55 -2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2,158,181.10 51,660,599.55 136.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7 0.0144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7 0.0144 -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7% 0.63%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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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309,445.37 2,529,452,788.17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1,731,573.29 848,919,256.79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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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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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141.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957.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1,776.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8,768.99  

合计 498,55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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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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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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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9% 49,943,692    

华金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26% 45,692,689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57% 39,883,353  质押 19,900,000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16% 31,574,891 3,576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1% 2,441,700    

珠海市联基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4% 2,219,336    

赖荣跃 境内自然人 0.49% 1,698,548    

黄建国 境内自然人 0.27% 935,300    

陈泽清 境内自然人 0.23% 776,000    

林湘 境内自然人 0.21% 7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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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珠海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943,692 人民币普通股 49,943,692 

华金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45,692,689 人民币普通股 45,692,689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9,883,353 人民币普通股 39,883,353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31,571,315 人民币普通股 31,571,315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1,700 

珠海市联基控股有限公司 2,219,336 人民币普通股 2,219,336 

赖荣跃 1,698,548 人民币普通股 1,698,548 

黄建国 935,300 人民币普通股 935,300 

陈泽清 7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776,000 

林湘 733,900 人民币普通股 73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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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珠海铧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华金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和珠海金控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三者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陈泽清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0,000 股公司股份，通过普通账

户持有 576,000 股公司股份，合计持有 776,000 股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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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 

说明 
金额 比例 

应收款项融资 10,297,892.61 26,904,140.30 -16,606,247.69 -61.72% 
本期子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

汇票用于贴现及结算 

预付款项 15,061,767.49 3,536,637.25 11,525,130.24 325.88% 本期子公司预付原材料款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 55,000,000.00 -55,000,000.00 -100.00% 本期子公司收回可转债投资 

 

（二）合并负债情况 

单位：元 

负债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 

说明 
金额 比例 

预收款项 2,645,399.74 1,082,150.41 1,563,249.33 144.46% 本期子公司预收客户货款 

合同负债 168,674,634.45 62,177,729.11 106,496,905.34 171.28% 
本期子公司预收 2020年度基

金管理费及预收设备款 

 

（三）合并损益情况 

单位：元 

损益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 

说明 
金额 比例 

税金及附加 804,016.96 1,463,889.80 -659,872.84 -45.08% 
本期应交增值税较上年同期

减少，相应税金及附加减少 

其他收益 1,556,453.89 1,039,368.97 517,084.92 49.75%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去年

同期有所增加 

投资收益 877,010.88 1,748,928.85 -871,917.97 -49.85% 
本期权益法核算的公司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608,504.62 -579,461.48 1,187,966.10 205.01% 
本期非全资子公司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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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并现金流情况 

单位：元 

现金流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 

说明 
金额 比例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1,327,782.26 137,501,850.74 63,825,931.52 46.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9,169,601.16 85,841,251.19 -6,671,650.03 -7.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2,158,181.10 51,660,599.55 70,497,581.55 136.4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5,384,246.57 7,600,000.00 47,784,246.57 628.74%   

投活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606,963.97 57,679,564.82 -24,072,600.85 -41.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777,282.60 -50,079,564.82 71,856,847.42 143.49% 

本期收回可转债投资，因此收

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

期所有增加；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2,408,330.82 337,000,000.00 -124,591,669.18 -36.97%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5,725,423.00 320,196,131.60 15,529,291.40 4.8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3,317,092.18 16,803,868.40 -140,120,960.58 -833.8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较

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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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10月10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珠海华发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由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结算服务等相关业务，协议期限三年。经双方友好协商，并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双方对原协议中的条款进行了修订并重新签署了

《金融服务协议》。报告期内，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元 

往来方名称 期初余额 报告期增加额 报告期减少额 报告期偿还额 期末余额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 

珠海华发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资金存管） 

   

80,879,520.96  

      

249,489,986.72  

    

315,336,119.28  
  15,033,388.40 71,879.43   

珠海华发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向其

拆借资金） 

  

369,800,000.00  
    

     

220,000,000.00  
149,800,000.00   

             

4,037,221.00  

 

2、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子公司东营中拓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

行东营胜利支行签订了贷款合同，公司于2013年9月5日与该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子公司东营中拓水质净化

有限公司获得银行6,000万元项目融资贷款额度，公司为该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10年。截至期末，子公司东营中拓水质净化有限公司贷款余额为2,437.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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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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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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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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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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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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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