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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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程仁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吕正风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韩
艳红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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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54,717,550,961.24

54,759,350,716.16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961,531,623.15

39,309,110,374.90

1.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1,385,411.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营业收入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2,469,691,713.44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2.36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5,603,929,339.41

16,327,110,950.12

-4.43

1,413,986,930.60

1,262,989,746.09

11.96

1,304,434,019.07

1,114,739,832.24

17.02

3.56

3.26

增加 0.3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主要原材料价格同期对比情况：
1、氧化铝：
2020 年 3 季度与 2019 年 3 季度氧化铝价格走势对比情况如下图：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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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阿拉丁）
2020 年三季度氧化铝价格呈现出涨跌互现的局势，但涨跌空间均有缩窄趋势，三季度末价
格对比二季度末呈现出小幅上涨态势，涨幅约在 50 元/吨。7 月月初阶段中国氧化铝价格主要受
到了国内山西地区氧化铝企业突发事件影响，价格上涨至 2500 元/吨左右。8 月中旬氧化铝市场
较为冷清，价格延续前期跌势。9 月，氧化铝价格平稳运行态势，但随后由于市场已维持了一段
时间的僵持局面，使得国产氧化铝市场价格进入小幅下行阶段，国产氧化铝价格跌至 2300 元/
吨左右。公司的氧化铝产品主要供应给内部消化，每年只有少部分外销，因此氧化铝市场价格
变化对公司的产品价格和销售影响微弱。
2、铝锭：
2020 年 3 季度与 2019 年 3 季度铝锭价格对比情况如下图：
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铝道网）
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直接导致一季度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暴跌。进入三季度后
国内经济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欧美疫情却相继出现二轮爆发，金融市场在疫情与流动性
泛滥双作用力下呈现出高位区间震荡走势。国内电解铝方面进入三季度后进口原铝与合金大幅
增加，电解铝产能与产量出现增加，但国内消费保持强势，尤其建筑板块成为推动铝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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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力量。三季度电解铝月均价从 13800 元/吨涨至 14600 元/吨。经过二季度赶工带来的消费
高速增长后，三季度下游消费缺乏新增亮点，加之进口货源持续冲击，铝价继续上行乏力，总
体呈现高位震荡走势。
3、报告期内，公司及时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外市场的影响，持续调整产品结构，不断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和市场布局，完善销售政策，抓住高端材料国产化的机
遇，响应国家提出的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包装材料等基础产品
产销规模稳健增长，航空、汽车等高端用铝产品的认证范围持续扩大、供货量逆势增加，公司
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1.9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本期金额
（7－9 月）

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
说明
金额（1-9 月）

223,288.16

2,776,558.95

固定资产处置损
益

17,696,594.06

54,865,561.28

各类政府补助奖
励等

12,320,768.33

46,626,581.71

套期工具损益和
结构性存款收益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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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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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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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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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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94,005.51

28,190,129.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1,709.36

-2,968,100.04

所得税影响额

-8,281,699.12

-19,937,819.59

41,271,247.58

109,552,911.5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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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6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股东性质

数量

状态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2,834,855,065

23.72

0

质押

30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

2,812,084,590

23.53

0

质押

45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9,263,806

4.93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7,628,983

3.08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3,384,550

1.12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76,649,381

0.64

0

无

0

未知

蒙棣良

52,000,004

0.44

0

无

0

未知

陈华君

41,071,785

0.34

0

无

0

未知

刘自力

39,573,000

0.33

0

无

0

未知

36,243,460

0.30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申万
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2,834,855,065

人民币普通股

2,834,855,065

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

2,812,084,590

人民币普通股

2,812,084,59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9,263,806

人民币普通股

589,263,80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7,628,983

人民币普通股

367,628,98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3,384,550

人民币普通股

133,384,55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76,649,381

人民币普通股

76,649,381

蒙棣良

52,000,004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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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君

41,071,785

人民币普通股

41,071,785

刘自力

39,5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573,000

36,243,460

人民币普通股

36,243,46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前 10 名股东中，南山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存在关联关系，属《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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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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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2019年9月30日
/2019年1-9月

变动金额

单位：元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822,731,639.07

2,443,733,198.90

-1,621,001,559.83

-66.33

注1

23,040,859.81

3,623,881.46

19,416,978.35

535.81

注2

预付款项

937,117,191.74

688,448,038.47

248,669,153.27

36.12

注3

其他流动资产

120,455,278.88

69,036,418.93

51,418,859.95

74.48

注4

5,701,972,032.19

3,559,858,663.07

2,142,113,369.12

60.17

注5

80,251,103.45

58,099,578.43

22,151,525.02

38.13

注6

491,459,682.59

703,242,796.33

-211,783,113.74

-30.12

注7

931,750.00

4,248,002.34

-3,316,252.34

-78.07

注8

195,475,701.96

-195,475,701.96

-100.00

注9

163,498,526.10

163,498,526.10

不适用

注9

16,684,503.79

16,684,503.79

不适用

注9

衍生金融资产

在建工程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应交税费

347,192,528.33

247,134,512.72

100,058,015.61

40.49

注10

其他应付款

373,358,271.48

550,185,492.10

-176,827,220.62

-32.14

注11

20,000,000.00

943,635,967.47

-923,635,967.47

-97.88

注12

长期借款

360,000,000.00

170,000,000.00

190,000,000.00

111.76

注13

应付债券

71,598,640.32

1,495,186,344.59

-1,423,587,704.27

-95.21

注14

4,107,009.31

2,021,777.71

2,085,231.60

103.14

注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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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17,315,390.76

152,549,405.76

-169,864,796.52

-111.35

注16

少数股东权益

3,634,651,716.47

2,239,557,248.57

1,395,094,467.90

62.29

注17

销售费用

159,002,497.50

485,557,716.67

-326,555,219.17

-67.25

注18

研发费用

705,623,356.64

133,184,242.75

572,439,113.89

429.81

注19

财务费用

143,243,030.26

205,591,872.56

-62,348,842.30

-30.33

注20

投资收益

88,002,878.85

160,073,982.53

-72,071,103.68

-45.02

注2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38,784.83

9,000.00

-2,947,784.83

-32,753.16

注22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号填列）

5,395,389.76

-22,373,759.66

27,769,149.42

-124.11

注23

资产处置收益

2,776,558.95

-385,973.93

3,162,532.88

-819.36

注24

营业外收入

33,988,613.47

12,356,171.21

21,632,442.26

175.07

注25

营业外支出

5,798,484.25

4,208,392.28

1,590,091.97

37.78

注26

注1：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66.33%，主要原因系公司期
末结构性存款减少所致；
注2：公司衍生金融资产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535.81%，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
持仓的铝锭、煤等期货浮动盈利增加所致；
注3：公司预付款项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36.12%，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预付
材料款增加所致；
注4：公司其他流动资产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74.48%，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
增值税留抵增加所致；
注5：公司在建工程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60.17%，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印尼
宾坦南山工业园200万吨氧化铝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注6：公司长期待摊费用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38.13%，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
增加熔铸车间熔炼炉大修费所致；
注7：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30.12%，主要原因系公司期
末预付设备、工程款减少所致；
注8：公司衍生金融负债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78.07%，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
持仓的铝锭期货浮动亏损减少所致；
注9：公司预收款项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195,475,701.96元，合同负债2020年9
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163,498,526.10元，其他流动负债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
加16,684,503.79元，主要原因系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将预收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和其他流
动负债列报所致；
注10：公司应交税费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40.49%，主要原因系公司期末应交
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注11：公司其他应付款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32.14%，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少
数股东款项转入股本所致；
注12：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97.88%，主要原因
系公司一年内到期的债券已偿还所致；
注13：公司长期借款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111.76%，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末
经营借款增加所致；
注14：公司应付债券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95.21%，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债券
到期已偿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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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103.14%，主要原因系公司
期末衍生金融资产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注16：公司其他综合收益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减少111.35%，主要原因系公司本
期外汇汇率变动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注17：公司少数股东权益2020年9月30日较2019年12月31日增加62.29%，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
收到少数股东投资所致；
注18：公司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67.25%，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根据“新收入准则”规
定，产品运输费用计入营业成本所致；
注19：公司研发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29.81%，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为新产品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注20：公司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0.33%，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注21：公司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5.02%，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募集资金减少相应理
财收益减少所致；
注22：公司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2,947,784.83元，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交易
性金融资产（结构性存款）已到期公允价值减少所致；
注23：公司信用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计提减少27,769,149.42元，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应收
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注24：公司本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162,532.88元，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固定资产
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注25：公司本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75.07%，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收到保险公司赔偿
款增加所致；
注26：公司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37.78%，主要原因系公司本期支付赔偿金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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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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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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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程仁策
2020 年 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