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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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献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三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乐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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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0,633,889.09 2,077,288,713.94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48,092,817.27 1,135,509,799.48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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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51,309.59 13,848,852.31 79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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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152,156.48 1,136,838,555.36 2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40,666,631.69 135,885,592.88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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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973,743.14 75,630,086.13 55.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0 11.86 
减少 0.06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9 2.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9 2.56 

注：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 55.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增长 3.52%，系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及毛利率增长致净利润增长，同时本报告期未完

成大伟助剂原股东股份补偿事项，同比上一报告期公司收到大伟助剂原股东补偿减少，致本期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比例低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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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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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507.64 7,794,7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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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2,385.00 -9,758,88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599,123.52 24,281,881.21  

所得税影响额 916,860.95 375,181.34  

合计 18,927,107.11 22,692,8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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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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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

公司 
104,519,800 29.50 0 质押 70,938,81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高献国 29,183,854 8.24 0 质押 22,184,00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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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 11,220,401 3.17 0 质押 10,738,000 境内自然人 

周三昌 10,845,748 3.06 0 质押 9,900,000 境内自然人 

龚卫良 10,462,572 2.95 10,462,572 质押 7,000,000 境内自然人 

高远夏 8,325,338 2.35 0 质押 6,958,000 境内自然人 

勇新 6,975,048 1.97 6,975,048 无 - 境内自然人 

金译平 6,701,478 1.89 0 无 -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聚优价值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400,000 1.81 0 无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高强 5,583,948 1.58 0 质押 1,708,00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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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104,51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519,800 

高献国 29,183,854 人民币普通股 29,183,854 

高峰 11,220,401 人民币普通股 11,220,401 

周三昌 10,845,748 人民币普通股 10,845,748 

高远夏 8,325,338 人民币普通股 8,325,338 

金译平 6,701,478 人民币普通股 6,701,47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0,000 

高强 5,583,948 人民币普通股 5,583,948 

郑国富 5,306,764 人民币普通股 5,306,764 

王光善 5,0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9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高献国家族成员为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高远夏为

高献国、高峰、高强之父；郑国富为高献国妻子之胞兄。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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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金额 年初金额 异动比例 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

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目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167,500.00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外汇

期权波动所致。 

预付款项 13,891,668.32 8,040,816.39 72.76% 
主要原因系预付的货款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561,367.70 1,396,804.20 154.9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万盛

大伟新开展进料加工业务，

海关征收保证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

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目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对外

投资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842,148.59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子公

司昇显微电子发生装修费

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526,879.89 11,397,562.09 36.2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预付

设备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267,420,491.80 165,000,000.00 62.0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投资

增加引起贷款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6,983,335.00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外汇

期权波动所致。 

应付票据 22,821,629.62 65,116,799.91 -64.9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票据

开具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208,946,984.46 315,304,407.29 -33.7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

前期工程及材料采购款项

所致。 

预收款项 10,186,842.26 7,686,815.09 32.5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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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款业务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4,500,000.00 21,000,000.00 64.2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一年

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2,192,916.96 -100.00% 

主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将

“其他流动负债”调整至

“递延收益”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本） 354,302,341.00 253,073,101.00 4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313,511.93 1,250,262.10 85.0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汇率

波动所致。 

 

(2) 报告期末公司利润构成变动情况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异动比例 原因 

销售费用 85,161,159.56 57,526,244.33 48.04%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规

模扩大及运费单价上涨导致

运费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59,587,742.17 22,070,807.20 169.9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对芯片

及阻燃剂研发的投入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8,096,433.11 -3,228,592.98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年产 10

万吨特种脂肪胺系列产品项

目一期工程投产利息支出增

加及受汇率波动影响汇兑收

益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7,794,711.00 3,139,087.64 148.3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到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608,050.00 1,564,034.38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外汇期

权交割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7,150,835.00 -332,500.00 -2050.6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外汇期

权波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243,325.04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会计政

策变更，将坏账准备调整至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9,263,048.37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会计政

策变更，将坏账准备调整至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及商誉

减值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63,901.59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资产处

置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4,607,256.81 68,339,615.60 -63.9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大伟助

剂原股东补偿股份部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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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所致。 

营业外支出 325,375.60 1,259,891.32 -74.1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捐赠支

出，及大伟助剂支付职工搬迁

补偿款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468,536.61 32,188,386.46 -39.5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应纳税

所得额减少所致。 

 

(3) 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金额 去年同期金额 
异动比

例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3,351,309.59 13,848,852.31 790.7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销售

增长引起货款回收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7,280,776.15 30,541,805.49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投资

收回的现金减少，年产

48,000吨高效环保型阻燃

剂、腰果酚系列产品生产项

目持续投入，对外投资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5,558,647.46 -31,323,349.05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投资

增加引起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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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大伟助剂2018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根据公司与大伟助剂原股东龚卫良、勇新、黄德周、

龚诚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等约定，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诚需向公司进行补偿，其中：

现金补偿共计23,808,109.20元，股份补偿共计7,511,017股。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召开了2019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延期履行的议案》、《关于变更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人的议案》等议案，同意由龚卫良一人承担大伟助剂2018年度业绩未

完成所产生全部现金补偿及股份补偿，其中：现金补偿金额23,808,109.20元，股份补偿7,511,017

股。公司已于2019年7月31日收到龚卫良全部现金补偿款23,808,109.20元，2019年10月26日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龚卫良7,511,017股

已过户到公司回购专户，并于2019年10月29日完成注销。公司将尽快办理后续工商变更等相关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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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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献国 

日期 2019年 10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