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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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廖增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立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庄朝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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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上年度末

增减(%)

125,987,046,149.68

96,865,322,655.29

30.06

43,946,281,132.33

42,364,094,555.73

3.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1-9 月）

7,971,343,740.37

13,121,575,384.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39.25
比上年同期增减（%）

49,231,686,513.49

48,539,171,299.52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9,173,375.72

7,899,299,227.83

-3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66,936,218.12

7,247,454,405.47

-31.47

12.33

19.86

减少 7.5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0

2.52

-32.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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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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本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7－9 月）

（1-9 月）

-50,366,705.39

-70,977,224.06

92,711,101.11

558,554,271.85

-1,575,055.40

-7,254,019.15

5,107,069.48

4,762,934.24

169,057.28

-16,043,490.17

-9,522,742.46

-86,805,315.11

36,522,724.62

382,237,157.60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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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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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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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4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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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股东性质

数量

677,764,654

21.59

677,764,654

无

336,042,361

10.70

336,042,361

质押

330,379,594

10.52

330,379,594

无

301,808,357

9.61

301,808,357

质押

113,639,518

3.62

未知

未知

孙惠刚

74,869,908

2.3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3,348,584

2.34

未知

未知

北京德杰汇通科技有限公司

69,995,240

2.2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598,520

0.82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2,697,681

0.72

未知

未知

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中凯信创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9,995,240

国有法人
61,785,459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00,000

质押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971,00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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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113,639,518

人民币普通股

113,639,518

孙惠刚

74,869,908

人民币普通股

74,869,90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3,348,584

人民币普通股

73,348,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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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5,598,520

人民币普通股

25,598,52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22,697,681

人民币普通股

22,697,68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4,365,673

人民币普通股

14,365,673

叶世萍

14,043,061

人民币普通股

14,043,061

13,804,506

人民币普通股

13,804,506

13,499,776

人民币普通股

13,499,776

13,008,602

人民币普通股

13,008,60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中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中凯信创业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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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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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变动额

（或本期数）

情况说明
（%）

（或上年同期数）

主要系本期为偿还到期借款准备资金，增加
货币资金

15,874,792,323.31

4,566,327,060.34

11,308,465,262.97

247.65
安全储备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367,333.35

-30,367,333.35

-100.00

为本期公司委托理财业务到期结算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23,149,423.74

58,694,405.00

-35,544,981.26

-60.56

为衍生金融资产结算及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6,556,022,808.82

3,946,731,006.53

2,609,291,802.29

66.11

主要为销售商品收到的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696,996,472.18

437,779,688.85

259,216,783.33

59.21

主要为预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66,259,267.11

574,999,455.98

-208,740,188.87

-36.30

主要为本期末应收出口退税款及增值税退款余额较
上年期末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854,486,641.22

848,717,543.91

1,005,769,097.31

118.50

主要为本期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213,213,943.14

717,587,079.07

495,626,864.07

69.07

主要为本期对合营企业增资所致。

在建工程

34,139,163,220.93

24,066,265,300.30

10,072,897,920.63

41.85

主要为本期烟台工业园工程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7,597,480,887.20

20,034,036,150.27

17,563,444,736.93

87.67

主要为补充流动资金需求所致。

2,334,746,524.41

-2,334,746,524.41

-100.00

预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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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负债

2,313,355,574.11

应付职工薪酬

2,313,355,574.11

主要为执行新收入准则后报表项目重分类所致。

407,806,368.04

802,136,137.31

-394,329,769.27

-49.16

主要为本期发放计提的奖金所致。

777,926,730.70

3,324,127,445.00

-2,546,200,714.30

-76.60

主要为本期部分项目贷款到期偿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8,000,000,000.00

8,000,000,000.00

为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借款

9,168,244,401.77

5,962,595,245.57

3,205,649,156.20

53.76

563,790,233.48

398,740,487.40

165,049,746.08

41.39

主要为本期新增项目贷款所致。
主要为根据税收优惠政策 500 万元以下固定资产一

递延所得税负债

次性税前扣除产生的税会差异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33,108,580.40

-81,325,055.23

314,433,635.63

386.64

主要为外币报表折算差异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2,066,052,947.87

1,567,164,415.90

498,888,531.97

31.8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254,019.15

14,062,789.96

-21,316,809.11

-151.58

信用减值损失

53,528,208.47

6,395,882.52

47,132,325.95

736.92

资产减值损失

-2,380,281.90

32,006,931.08

-34,387,212.98

-107.44

资产处置收益

447,913.05

69,189.70

378,723.35

547.37

主要为本期处置资产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9,242,867.15

63,622,939.52

-44,380,072.37

-69.75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赔偿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85,905,070.02

60,494,453.77

25,410,616.25

42.00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注资款所致。
主要为外汇远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主要为报告期内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减少所致。
为上年同期转回部分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主要为本期对外捐赠及固定资产报废较上年同期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760,430,947.01

1,745,753,089.07

-985,322,142.06

-56.44

5,349,173,375.72

7,899,299,227.83

-2,550,125,852.11

-32.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主要为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主要为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主产品 MDI 产销

的净利润

量及价格下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主要为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主产品 MDI 产销
7,971,343,740.37

13,121,575,384.00

-5,150,231,643.63

-39.25

金流量净额

量及价格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21,156,461,395.59

-533,324,765.24

21,689,786,160.83

4,066.90

主要为本期借款增加及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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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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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廖增太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