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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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永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冀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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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上年度末

减

总资产（元）

4,784,622,805.34

4,711,344,607.49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86,497,776.16

1,836,594,873.68

-2.73%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年初至报告期末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924,672,229.05

21.67%

1,902,250,905.26

9.52%

15,636,518.81

-15.56%

-25,895,154.19

-153.41%

9,743,352.31

18.95%

-40,758,284.92

-236.35%

44,484,249.84

-84.18%

335,702,745.54

1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8

-15.32%

-0.0311

-153.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8

-15.32%

-0.0311

-153.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0.16%

-1.43%

-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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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175,892.55

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18,904,467.66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415,094.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55,876.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84,303.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80,970.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9,780.79

合计

14,863,13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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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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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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254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
福州昇洋发展有限
公司
睿士控股有限公司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
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吉星 6 号私募证券

属容器有限公司
曜尊饮料（上海）
有限公司

质押

37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0%

80,000,000

质押

36,000,000

境外法人

2.21%

18,447,079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1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8,052,919

其他

0.70%

5,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4,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4,000,000

其他

0.42%

3,466,600

其他

0.29%

2,400,000

福建省宽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宽客
兴福 3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

数量

550,967,983

投资基金
山东龙口博瑞特金

股份状态

66.13%

福建省宽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宽客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股计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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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

数量

550,967,983

人民币普通股

550,967,983

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睿士控股有限公司

18,447,079

人民币普通股

18,447,079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8,052,919

人民币普通股

8,052,919

5,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0,000

山东龙口博瑞特金属容器有限公司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曜尊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3,466,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6,600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福建省宽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宽客吉
星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福建省宽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宽客兴
福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昇洋发展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的一致行动人，睿士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之一。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通过人民币普账户持股 50,160,000 股，通过证券公司
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840,000 股 ，合计持有 80,000,000 股。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福建省宽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宽客吉星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证券公
司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800,000 股 ，合计持有 5,800,000 股。
福建省宽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宽客兴福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人民币
普账户持股 3,300,000 股，通过证券公司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600 股 ，合计持有 3,466,6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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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单位：元

2020年第三季

2020年期初数

差额

同比

备注

度
应收票据

9,141,269.12

18,514,428.36

-9,373,159.24 -50.63% 主要系本报告期部分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托收所
致。

应收账款 883,798,729.64 645,529,011.21 238,269,718.43 36.91%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执行积极销售政策，下半年
疫情过后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账期内应收款自然
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 404,305,535.11 263,286,852.45 130,369,970.37 49.52% 主要系本报告期为取得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的优
惠、以及为第四季度的销售达成而进行主要原材
料的储备，使得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

19,266,730.59 256,861,340.05 -237,594,609.46 -92.5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回了太平洋制罐（沈阳）有

款

限公司归还我公司的欠款25,614.88万元所致。

在建工程 174,793,194.38 97,817,293.53

76,975,900.85

78.69%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投入新生产线及部分子
公司投资机器设备项目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2,085,426.32

-

2,085,426.32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子公司新增加开发支出项目所
致。

其他非流

13,936,164.20

21,401,720.23

-7,465,556.03 -34.88%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加强对预付设备款项的管

动资产

理，及时将收到的设备结转至在建工程中所致。

预收款项

89,177,065.92

28,820,237.34

60,356,828.58 209.43%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客户的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

22,150,589.15

44,466,095.66 -22,315,506.51 -50.19%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了上年度员工年终奖及上

薪酬
其他应付

年度第四季度员工绩效所致。
26,731,966.21

8,842,068.69

17,889,897.52 202.33%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使得

款

其他应付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 148,561,218.25

-

148,561,218.25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款增加

款

所致。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税金及附

单位：元

2020年第三季

2019年第三季

度

度

16,314,473.16

11,746,826.65

差额

同比

4,567,646.51

加
销售费用

备注

38.88%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使得税金及附加
增长所致。

81,448,933.95

60,240,444.08

21,208,489.87

35.21%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使得销售费用同
比例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19,349,037.87

4,631,063.78

14,717,974.09 317.81%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创新
技术，全面推进研发项目，使得研发费较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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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大幅度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8,904,467.66

11,409,013.46

7,495,454.20

65.7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984,303.53

4,858,791.88

-3,874,488.35 -79.74% 主要系本报告期，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

152,361.71

-1,788,237.13

1,940,598.84

108.52%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损失
资产减值 -10,803,388.82

-192,377.46

-10,611,011.36 -5515.72% 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损失
资产处置

175,892.55

-53,229.68

229,122.23

430.44% 主要系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较少所致。

收益
营业利润 -42,106,762.27 43,099,135.68 -85,205,897.95 -197.70%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经营利润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

1,403,466.99

10,199,037.90

-8,795,570.91 -86.24% 主要系上年同期由于收购公司，使得上年同期营

入
营业外支

业外收入较本报告期增加所致。
2,559,343.00

1,754,845.04

804,497.96

45.84% 主要系本报告期，固定资产报废比去年同期增加

出

所致。

利润总额 -43,262,638.28 51,543,328.54 -94,805,966.82 -183.93%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营业利润对比去年
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

-9,953,846.75

7,925,782.57

-17,879,629.32 -225.59% 主要系本报告期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用
净利润

-33,308,791.53 43,617,545.97 -76,926,337.50 -176.37%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对比去年同期减少
所致。

归属母公 -25,895,154.19 48,484,286.38 -74,379,440.57 -153.41%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所
司净利润

致。

投资活动 -219,791,352.83 -470,544,914.89 250,753,562.06 53.29% 主要系本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筹资活动 -78,670,804.63 218,246,342.86 -296,917,147.49 -136.05%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现金流运行良好，银行借
产生的现

款对比去年同期有所减少所致。

金流量净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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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0,4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25%，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了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030,62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36%，合计减持了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13,430,6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10月10日、10月14日在《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报告期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事项；公司并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司与相关
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中涉及的问题逐一进行了研究和回复，并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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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昇兴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2020年10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经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4,995,415 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
引

2020 年 08 月 27 日

2020-082

2020 年 10 月 10 日

2020-094

2020 年 10 月 14 日

2020-096

2020 年 08 月 25 日

2020-081

2020 年 09 月 11 日

2020-085 至 2020-090

2020 年 10 月 13 日

2020-095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合计通过大宗交易交易方式进行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
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进行，且在任
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合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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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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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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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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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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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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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证券部通过电话、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方式与广大投资者保持沟通。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永贤
202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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