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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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红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红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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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8,952,780.05 4,460,510,115.65 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8,096,508.04 1,764,125,349.24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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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80,535.23 429,022,160.08 -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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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371,774.36 855,264,978.15 -3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54,805.40 191,286,765.80 -5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25,578.72 141,544,221.53 -11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2 10.82 -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3  -57.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33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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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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16.34 22,038,6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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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23,369.35 91,745,8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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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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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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906.47 390,8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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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6.36 -10,330,733.04  

所得税影响额 839,854.93 2,035,761.01  

合计 26,900,950.77 105,880,3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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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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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

司 
191,101,250 32.50 0 质押 75,58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余润芳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60,930,000 10.3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

司－华能信托·元和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42,800,000 7.28 0 无 0 其他 

徐雄 41,440,000 7.05 0 质押 40,030,00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大兴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9,400,000 5.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时尚众泰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 
9,658,800 1.64 0 质押 9,658,800 其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9,220,927 1.57 0 无 0 其他 

孟喜姑 8,353,060 1.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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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 

7,844,221 1.33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泓德丰润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669,046 1.30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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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 191,101,250 人民币普通股 191,101,250 

新余润芳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0,9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93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

托·元和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800,000 

徐雄 41,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40,000 

北京大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9,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00,000 

北京时尚众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9,6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9,658,8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220,927 人民币普通股 9,220,927 

孟喜姑 8,353,060 人民币普通股 8,353,060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7,844,221 人民币普通股 7,844,22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丰润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669,046 人民币普通股 7,669,0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徐雄为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除上述情况之

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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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36,673,172.23   11.80  368,017,574.59  8.25  45.83  
年初公司发行债券

导致货币资金增加  

预付款项 11,738,664.45   0.26  8,494,238.02  0.19  38.20  
通用航空公司预付

飞机采购款 

其他应收

款 
598,678,809.66   13.16  156,394,989.91  3.51  282.80  

增长部分主要为应

收晋中置业公司往

来款 

存货 9,317,223.46   0.20  794,120,299.99  17.80  -98.83  

因晋中置业公司股

权变动而减少的土

地开发成本 

持有待售

资产 
1,187,194.70  0.03 0.00  -   不适用 

云南公司新手驾到

用车，项目结束后资

产待回售 

在建工程 734,738,321.38   16.15  548,267,950.53  12.29  34.01  
重庆公司和晋中公

司开工建设 

其他非流

动资产 
182,684,831.16  4.02  111,048,666.14  2.49  64.51  

主要为待抵扣进项

税增加 

应付票据 17,411,500.00   0.38  0.00   -    不适用 

以银行承兑汇票支

付考试设备及 AI设

备货款 

预收账款 0.00   -    374,742,003.52  8.40  -100.00  

根据新准则将预收

账款转入合同负债

科目核算 

合同负债 443,094,320.81   9.74  0.00   -    不适用 

根据新准则将预收

账款转入合同负债

科目核算 

应付职工

薪酬 
74,738,523.71   1.64  29,393,907.01  0.66  154.27  

受疫情期间企业社

保延迟支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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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社保费用暂未

支付所致 

其他应付

款 
213,462,384.01   4.69  398,674,731.43  8.94  -46.46  

归还大股东借款，以

及按计划清理晋中

驾校原少数股东往

来款 

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

动负债 

307,593,449.70   6.76  103,275,000.00  2.32  197.84  

子公司长期应付款

及长期借款将于一

年内到期 

长期借款 26,250,000.00   0.58  240,000,000.00  5.38  -89.06  
子公司长期借款部

分在一年内到期 

应付债券 421,523,689.64  9.27 0.00  -   不适用 
发行债券及待分摊

发行费用 

长期应付

款 
12,209,796.83   0.27  96,768,248.32  2.17  -87.38  

子公司长期应付款

部分在一年内到期 

递延收益 158,391,267.81   3.48  230,030,690.66  5.16  -31.14  政府补贴日常摊销 

少数股东

权益 
242,911,319.17 5.34 388,507,598.53 8.71 -37.48 

因收购晋中驾校少

数股东股权，导致少

数股东权益减少 

 

3.1.2合并利润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 去年同期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583,371,774.36  855,264,978.15  -31.79  

因疫情影响，各公司出现阶

段性停工停产情况导致收

入下降 

投资收益 5,068,111.73  2,241,063.07  126.15  
因处置晋中置业公司股权

形成当期投资收益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30,554.74  0.00  不适用 

按照信用减值损失会计政

策，本期转回部分减值损

失。 

资产减值损失 0.00  1,821,817.32  -100.00  

按照新准则的报表的核算

要求，将信用减值损失部分

单独列示 

资产处置收益 22,251,364.30  -37,383.99  不适用 
石家庄考场的处置，导致本

期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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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1,941,178.55  4,953,214.50  -60.81  
上年对长假人员的安置费

用 

所得税费用 31,893,980.33  79,362,966.35  -59.81  

因疫情公司当期收入下降，

从而公司整体利润总额下

降导致当期所得税费用下

降 

持续经营净利润 65,817,205.65  200,145,476.40  -67.12  原因同上 

归母净利润 83,354,805.40  191,286,765.80  -56.42  原因同上 

少数股东损益 -17,537,599.75  8,858,710.60  -297.97  

因疫情使得当期收入下降

和收购晋中公司少数股东

股权共同导致本期少数股

东损益下降 

每股收益 0.14  0.33  -57.58  
因疫情公司当期收入下降，

使得公司每股收益下降 

 

3.1.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去年同期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现

金流量净额 
189,480,535.23  429,022,160.08  -55.83  

由于疫情期间学员报

名量减少造成经营活

动现金净流入的下降 

筹资活动产生现

金流量净额 
236,446,360.40  -224,360,578.14  不适用 

公司发行债券形成当

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

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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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荆州东方时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未决诉讼情况 

（1）诉讼情况 

2017年5月，公司控股子公司荆州东方时尚收到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

（（2017）鄂10民初50号），原告周亚（债权人）称其分别于2013年9月、2013年11月和2014年1

月分三次共借款4,500万元给被告荆州晶崴国际大酒店投资有限公司（债务人），由共同被告荆州

东方时尚提供担保（担保方）。被告到期未还款，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归还本金及利息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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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213.67万元（截至起诉日按本金加年化24%利息计算的金额），要求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7-046号公告。 

2018年8月，该案一审判决原告胜诉，根据判决结果，荆州东方时尚作为被告之一，在其他被

告方不能履行判决的情况下对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各被告方对判决结果存有异议并提起

上诉。一审判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8-080公告。 

2019年6月，该案件二审已审结，二审判决荆州东方时尚作为担保方对荆州晶崴大酒店投资有

限公司应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判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1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临2019-065公告。 

2019年7月，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19）鄂10执247号）、《执

行通知书》（（2019）鄂10执247号）及《报告财产令》（（2019）鄂10执247号），要求包含荆

州东方时尚在内的被执行人清偿本金4,500万元、截至2019年7月22日利息6,119.26万元，合计

10,619.26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执行费以及从2019年7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判决应支付的利息；冻结、划拨包含荆州东方时尚在内的被执行人的金融机构存款或查封、扣

押、冻结其他等额财产；责令包含荆州东方时尚在内的被执行人如实向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报告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自财

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补充报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8日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9-080公告。 

2019年7月，因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荆州东方时尚及其他相关方向湖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2019年8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案进行立案。截至目前，

本案尚处于再审审理中。荆州东方时尚原法定代表人陆天振已于2020年6月5日收到松滋市公安局

就“周亚等人及其关联公司涉嫌高利转贷案”立为刑事案件侦办的立案告知书。于2020年6月25日

收到松滋市公安局就“周亚等人虚假诉讼案”立为刑事案件侦办的立案告知书。 

（2）担保措施及其财务影响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在荆州东方时尚收购之前，鉴于公司已与相关股东签署的《关于荆州市晶

崴机动车驾驶员考训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如因股权转让完成前已经存在的

情况或事件(及/或其延续)造成公司受到处罚或损失、额外支出的，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实际控

制人将全额向本公司补偿，以避免本公司受到任何损失。对本公司的经营和再融资等事项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的，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实际控制人有义务按照本公司的要求回购本公司持有的荆州

东方时尚股权。涉及本次诉讼的相关股东已经向本公司承诺，就上述涉及诉讼所产生的所有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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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包括但不限于要求或裁决荆州东方时尚偿还全部或部分借款、要求或裁决转让荆州东方时

尚少数股东所持有的股权等，承诺方将连带及不可撤销地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清偿所有

争议或涉诉款项，确保本公司及荆州东方时尚不会受任何经济、合作和商誉上的损失。 

为保证上述承诺的实际履行，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与莘县天华宇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陆天振、申劲、伍彬、罗莉华等签署了《质押协议》，约定莘县天华宇宏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通过“光证资管时尚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

4,245,374股及其在质押期间内所衍生的权益质押给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上述承诺函中应由陆

天振、申劲、伍彬、罗莉华履行的赔偿义务，由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选择代为履行部分或全部，

上述质押已登记。一旦发生荆州东方时尚依据有效判决履行赔偿义务且承诺方未对荆州东方时尚

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将处置《质押协议》中约定的质押股份，并将所得款

项于处置后第一个工作日全数补偿给公司。 

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北京长天鑫桥投资有限公司、莘县振鸿企业管理咨询中心、荆州市宇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荆州丽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已签署《质押合同》，将其合计持有的

荆州东方时尚公司40%股权质押给本公司。 

鉴于上述保全措施，原股东具备偿付能力以履行判决结果，预计执行本诉讼判决结果不会导

致经济利益的流出。基于以上原因，荆州东方时尚未计提预计负债。本公司认为该诉讼不会对本

公司的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2、子公司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业绩赔偿 

根据公司与莘县天华宇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60%；北京长天鑫桥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16%；莘县振鸿企业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持股10%；荆州市宇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

荆州市丽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4%(以下统称“乙方”）于2017年2月22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乙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共同承诺，荆州东方时尚应实现以下业绩目标(以下简称“目标利润”)：2017

年度3,385万元；2018年度3,723万元；2019年度4,095万元。2017-2019年度为业绩考核期，如上

述任何一年度未实现目标利润，但2017-2019年度合计净利润达到11,203万元，亦可认为达到目标

利润。 

如荆州东方时尚无法实现上述业绩目标的，乙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向公司按股权转让协议相

关条款进行补偿，公司有权选择现金或股权补偿。具体补偿约定如下：①如2017-2019年未达到标

准利润：公司应获得的现金补偿=标的股权转让对价*(1-三年实际利润总和/三年目标利润总和)或

公司应获得股权补偿=标的股权(对应出资额或比例)*(1-三年实际利润总和/三年目标利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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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②乙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应于审计报告出具日后10个工作日内（或公司要求的其他期限）向

公司支付补偿款。逾期支付补偿的，每逾期一日，公司股东应按照逾期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受

让方支付违约金。③若选择补偿股权的，乙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应于审计报告出具日后10个工作日

内（或公司要求的其他期限）向受让方转让补偿的股权。逾期转让的，每逾期一日，乙方及其实

际控制人应按照逾期转让股权对应的应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④

公司有权选择现金或股权补偿。乙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内部对补偿承担比例无法达成一致的，按照

其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公司权益比例承担补偿，并承担连带责任。 

2017年、2018年、2019年，经审计的荆州东方时尚净利润为21,384,134.82元、7,239,189.96

元、16,165,798.79元，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21,317,953.47元、7,341,132.24元、16,021,046.74

元，三年均未达标，按协议约定，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应向本公司的赔偿110,989,311.32元。 

2020年3月，本公司与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签订业绩补偿还款计划，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

定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款合计人民币11,098.93万元。根据协议，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

于2020年3月31日前支付补偿款4,000万元，其余款项待2021年3月31日前支付。经双方友好协商，

由本公司母公司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给荆州东方时尚原股东4,000万元，该借款专项用于对

本公司的业绩赔偿。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已收到东方时尚投资有限公司代荆州东方时尚原

股东支付的4,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荆州东方时尚业绩承诺补偿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1）。 

3、石家庄考场出售 

2018年1月16日，本公司与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签订“国有土地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解除考场占用的170亩土地及原有地上建筑物的租赁。本公司对于石家庄考场升级改造所

做的投资，双方共同委托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做价，并按规定送财政评审及乙方董事会

审议后，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予以补偿。2018年6月11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上述考场投资设施进行评估，评估金额6,256.51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石家庄子公司上述

资产已处置完毕，已收回处置价款并计入当期损益。 

4、东方时尚（西华）机场有限公司未办理资产过户手续的投资事项 

2019年8月12日，东方时尚（西华）机场有限公司（甲方）、西华经开区综合投资有限公司（乙

方）、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增资协议书。约定乙方以其持有的部分西华

机场实物资产147,192,547.38元和其对丙方负有的9,000万元债务，以及50,607,452.62元现金整

体出资，增资完成后，乙方实际对甲方出资金额为10,780万元，均计入注册资本；及丙方以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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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转让其对乙方的6,000万元债权所获得的对价及现金220万元向甲方增资，同时用丙方对乙方

3,000万元的债权实缴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丙方实际对甲方出资金额为11,220万元，均计入注

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方时尚（西华）机场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东方时尚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11,220 51% 

2 西华经开区综合投资有限公司 10,780 49% 

合计 22,000 100% 

2019年12月，上述增资已办完工商变更手续。截至 2020年9月30日，由于实物资产

147,192,547.38元尚未完成过户手续，上述债权未转入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东方时尚（西华）机

场有限公司未将上述实物资产出资和债权出资计入实收资本。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止，尚未

完成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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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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