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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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张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 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 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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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6,993,028,321.77 24,522,263,320.16 24,522,263,320.16 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687,987,456.27 9,395,897,663.63 9,395,897,663.63 3.1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1,089,202

,682.25 

11,154,114

,157.39 

11,154,209

,395.47 
-0.58% 

34,436,945

,075.47 

31,998,744

,260.79 

31,998,93

4,736.99 
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8,825,17

3.55 

175,587,02

0.49 

177,077,07

1.99 
0.99% 

542,397,65

9.27 

819,416,94

9.73 

820,911,5

55.14 
-3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0,673,15

9.81 

67,886,674

.25 

67,858,540

.76 
151.51% 

402,279,02

4.11 

687,247,30

6.34 

687,185,4

48.90 
-41.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98,303,7

51.83 

1,446,082,

877.65 

1,446,093,

958.75 
-148.29% 

792,552,80

5.02 

1,953,111,

778.91 

1,953,266,

934.11 
-59.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9 0.0904 0.0912 2.96% 0.2847 0.4219 0.4227 -32.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4 0.0900 0.0907 -10.25% 0.2479 0.4198 0.4205 -4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2.15% 2.17% -0.27% 5.68% 10.03% 10.05%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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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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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03,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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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83,0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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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81,364.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31,022.9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078,375.2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37.10  

合计 140,118,63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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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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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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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01% 781,026,875 61,804,697 质押 330,300,000 

Z&P ENTERPRISES LLC 境外法人 10.92% 213,213,964 0   

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4% 100,408,200 0   

冯海良 境内自然人 3.07% 59,840,466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资 1152 号证券投
其他 2.90% 56,6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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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汇安基金－国泰君安证券－汇安

基金－汇鑫 2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64% 51,585,436 0   

陈东 境内自然人 1.75% 34,090,938 25,568,20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1.58% 30,818,296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30% 25,474,216 0   

朱张泉 境内自然人 1.13% 22,148,160 16,6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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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719,222,178 人民币普通股 719,222,178 

Z&P ENTERPRISES LLC 213,213,964 人民币普通股 213,213,964 

浙江海亮慈善基金会 100,4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408,200 

冯海良 59,840,466 人民币普通股 59,840,466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

－长安投资 115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56,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660,000 

汇安基金－国泰君安证券－汇安基金－

汇鑫 22 号资产管理计划 
51,585,436 人民币普通股 51,585,436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30,818,296 人民币普通股 30,818,296 

杨林 25,474,216 人民币普通股 25,474,216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880,560 人民币普通股 21,880,56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财富 87 号单一资金信托 
17,80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0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海亮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海良与自然人股东朱张泉、杨林存在

关联关系；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08,626,875 股外，还通过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72,400,0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 781,026,8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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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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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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的主要变化及其原因：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2020年 

9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增减 

变动额 

变动率

（%） 
变动说明 

1 应收票据 4,545.07 17,140.74 -12,595.67 -73.48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

到期托收所致 

2 应收款项融资 93,014.27 48,405.80 44,608.47 92.16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3 预付款项 133,508.41 74,162.85 59,345.56 80.02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公司国庆长假备货未结

算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4 其他应收款 46,590.10 25,628.91 20,961.19 81.79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期货套期保值缴纳的

期货保证金增加所致 

5 其他流动资产 19,979.60 49,337.33 -29,357.73 -59.5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增值税留抵税款减少

所致 

6 交易性金融负债 12,712.91 980.63 11,732.28 1196.4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公司远期外汇买卖浮动

亏损所致 

7 应付票据 283,441.87 178,502.87 104,939.00 58.79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增加银行承兑汇票方

式采购材料未到期结算支付所致 

8 应交税费 22,874.42 15,917.98 6,956.44 43.7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应缴未交的税费增加

所致 

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2,201.22 55,185.59 -22,984.37 -41.65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到期归还银行借款所

致 

10 其他流动负债 10,838.94 2,612.43 8,226.51 314.9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期货套期保值浮动亏

损所致 

11 长期借款 187,091.40 35,744.83 151,346.57 423.41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长期借款融资增加所

致 

12 其他综合收益 -12,842.65 -1,823.50 -11,019.15 604.29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期货套期保值浮动亏

损及人民币升值使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

致 

   

（二）报告期，利润表项目发生的变化及其主要原因：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上期金额 

（重述后） 
增减变动额 

变动率

（%） 
变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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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营业收入 3,443,694.51 3,199,893.47 243,801.04 7.62 
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公司有色金属加工材销售量较上

年同期增长9.57% 

2)报告期公司原材料贸易销售量增加，销

售收入增加 

2 营业成本 3,270,715.61 2,990,139.00 280,576.61 9.38 

3 销售费用 46,241.13 38,157.41 8,083.72 21.19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欧洲HME项目由4月

起开始纳入合并范围，本报告期与上年同

期相比存在一个季度差异及公司产品销售

增加所致 

4 管理费用 58,638.34 49,661.26 8,977.08 18.08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欧洲HME项目由4月

起开始纳入合并范围，本报告期与上年同

期相比存在一个季度差异所致 

5 财务费用 2,824.80 40,381.94 -37,557.14 -93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人民币升值汇兑收益增

加，而上年同期为汇兑损失，以及报告期

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6 投资收益 8,238.93 18,824.68 -10,585.75 -56.23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较上年同期的远期

外汇买卖收益减少所致 

7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损失以“－”

号填列） 

-800.52 3,965.01 -4,765.53 -120.19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远期外汇买卖浮动

亏损所致 

8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2,032.44 108.37 -2,140.81 -1975.46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应收款项计提的坏

账准备增加所致 

9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号填列） 
-88.59 157.18 -245.77 -156.36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亏

损所致 

10 营业外收入 8,514.32 4,252.68 4,261.64 100.21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三）报告期，现金流量表项目发生的变化及其主要原因：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重述后） 
增减变动额 

变动率

（%） 
变动说明 

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9,255.28 195,326.69 -116,071.41 -59.42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通过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的方式延长付款周期较上年同期减少

以及上年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今年到期兑

付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740.39 -270,328.08 202,587.69 74.94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公司收购KME旗下铜

合金棒和铜管业务支付对价、购买结构性

存款支出增加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0,816.39 85,506.48 -14,690.09 -17.18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归还到期的银行借

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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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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8年 12 月 20 日，公司首次实施了股份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1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0） 

2019年 1月 3日、2019年 2月 2日、2019年 3月 2 日、2019年 4月 1日、2019 年 5月 7日、2019

年 6月 5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2019-008、2019-016、

2019-021、2019-048、2019-053），2月 15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 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9）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事项的实际实施期限为 2018年 12月 6日至 2019年 6月 6日，截至 2019

年 6月 6日，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届满，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36,661,544股，占总

股本 1.8780%，最高成交价格为 9.5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7.59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294,211,112.40

元（含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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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0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银行 无 否 
远期外

汇买卖 
         

1,990.5

3 

合计 0 -- -- 0 0 0 0 0 0.00% 
1,990.5

3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9 年 04 月 29 日 

2020 年 04 月 29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9 年 05 月 21 日 

2020 年 05 月 20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一、衍生品投资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公司开展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

生变化时，相应的汇率、利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将可能对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产生不利

影响，但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通过开展套期保值类的金融衍生品业

务将有效抵御市场波动风险，保证公司合理及稳健的利润水平； 

2、流动性风险：因开展的衍生品业务均为通过金融机构操作的场外交易，存在平仓斩

仓损失而须向银行支付费用的风险；公司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性质简单，交易的

期限均根据公司未来的收付款预算进行操作，基本在一年以内，对公司流动性没有影

响。 

3、信用风险：公司在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存在一方合同到期无法履约的风险； 

4、操作风险：公司在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

批，或未准确、及时、完整地记录金融衍生品业务信息，将可能导致衍生品业务损失

或丧失交易机会； 

5、法律风险：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存在交易人员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条款

和产品信息，导致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事件而造成的交易损失。 

二、风险管理措施 

1、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控制

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 

2、严格控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规模，公司只能在董事会授权额度范围内进行以套期保

值为目标的衍生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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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慎选择交易对手和金融衍生产品，最大程度降低信用风险； 

4、制定规范的业务操作流程和授权管理体系，配备专职人员，明确岗位责任，严格在

授权范围内从事衍生品交易业务；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提高相

关人员素质，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最大限度的规避操作风险的发生； 

5、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6、选择恰当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控系统，持续监控和报告各类风险，在市场波动剧烈

或风险增大情况下，增加报告频度，并及时制订应对预案； 

7、公司定期对金融衍生业务套期保值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根据 2020 年 1-9 月的交易情况确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为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健发展，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

衍生品投资业务，主要投资与主业经营密切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公司通过合理的金

融衍生工具锁定交易成本，有利于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提高公司竞争力。 

2、公司已建立了《金融衍生品投资管理制度》，能够有效规范衍生品投资行为，控制

衍生品投资风险。 

3、上述投资事项已经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通过，其程序合法有效，拟将上述投资

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我们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分别开展合

约量各不超过 30 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616号）核准，本公司采用向社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6,860,319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8.09元。截止 2018年 9月 19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6,860,319股，募集资金总额 2,077,999,980.71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

披露等发行费用 28,414,267.7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49,585,713.01 元。上述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8]第 4-00034 号《验资报告》。 

2020年 4月 2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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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项目中的“收购诺而达三家标的公司 100%股权项目”、“年产 10,000吨新型高效平行流换热器用精密

微通道铝合金扁管建设项目”、“铜及铜合金管材智能制造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进行结项，并

将四个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等。2020 年 5月 19日召开

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上述四个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共计 720.71万元。 

截止本报告末各募投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1,930,819,397.12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7,207,133.76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00.00 元，各募集资金专户收到存款利息 559,220.90元，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 22,118,403.03元，与募集资金帐户期末余额一致。  

（二）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9]1043号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15,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截止 2019

年 11月 27日，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15,0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3,150,000,000.00元，扣除承销与保荐费、审计与验证费、律师费、资信评级费、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

费及信息披露费 21,588,601.60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128,411,398.40元。上述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信专审字[2019]第 4-00133 号《验证报告》。 

截止本报告期末各募投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855,391,570.96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78,000,000.00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 28,000,000.00元，各募集资金专户收到存款利息 1,148,319.43

元，收到理财收益 755,299.18元，手续费支出 28,289.29元，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68,895,156.76 元，与

募集资金帐户期末余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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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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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 24,290 2,8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00 5,000 0 

合计 29,290 7,8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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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6 月 11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郑景

毅 

公司业务模式、

生产产品结构

及生产地、对外

投资、公司发展

战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20 年 06 月 12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金公司：詹奥

博 

公司业务模式、

生产产品结构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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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产地、对外

投资、公司发展

战略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张泉 

202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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