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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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司全体

董事出席审议季度报告，并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1.3  公司负责人段容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英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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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475,428.40 2,078,819,158.42 1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712,977,168.26 1,596,229,197.36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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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57,520.77 126,102,926.13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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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017,138.63 856,098,622.80 -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2,153,625.79 108,078,247.35 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875,993.53 91,014,066.93 15.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85 7.06 增加 0.7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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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 0.72 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8 0.72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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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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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1,742.18 5,203,43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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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826.48 749,476.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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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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8.86 142,854.48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2,610,550.75 28,688,952.93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48.63 -50,983.62 / 

所得税影响额 -1,026,764.12 -7,456,103.17 / 

合计 5,457,485.52 27,277,63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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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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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容文 50,345,000 33.4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广东恒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3,005,000 8.6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黄艳婷 12,375,000 8.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平 10,875,000 7.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艳芸 10,725,000 7.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04,000 1.3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财通资管消费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375,900 0.91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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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高新技术产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9,700 0.84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生态优先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8,900 0.83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科创主题 3 年封闭

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41,400 0.83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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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容文 50,3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45,000 

广东恒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0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5,000 

黄艳婷 12,3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75,000 

黄平 10,8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75,000 

黄艳芸 10,7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25,000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4,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资管

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5,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高新

技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9,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生态

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8,9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24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1,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黄艳婷、黄平、黄艳芸相互之间为兄弟姐妹关

系；段容文为黄艳婷、黄平、黄艳芸的母亲；段容文、

黄艳婷、黄平、黄艳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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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9.30 2019.12.31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713,333.33 123,460,959.67 -58.92 
本期购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减

少所致 

应收票据 5,731,775.33 9,168,256.08 -37.48 票据到期收回款项所致 

应收账款 340,374,946.24 218,542,302.03 55.75 
电商客户的销售额增加结算周

期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94,408,694.06 59,465,061.90 58.76 收到客户的票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44,770,574.87 6,600,630.73 578.28 预付供应商采购款 

其他应收款 14,995,533.10 10,741,455.02 39.60 
向新增客户支付的业务保证金

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585,721,680.02 446,205,935.14 31.27 建设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901,565.62 16,870,444.24 -35.38 
主要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

影响所致 

短期借款 98,000,000.00 - -  本期增加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289,282,739.45 216,778,601.34 33.45 主要系加大票据结算所致 

预收款项 6,643,555.64 3,482,573.00 90.77 收到客户预收款项的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841,428.44 13,351,809.73 -33.78 
主要系支付上年度计提绩效奖

励所致 

应交税费 29,883,519.54 13,506,425.12 121.25 本期应交税费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2,699.67 29,235.15 969.6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未收回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401.77 258,972.21 -109.42 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财务费用 191,559.63 -688,566.97 127.82 本期增加贷款利息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号填

列） 

749,476.74 -  - 主要系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5,203,434.90 2,078,842.35 150.30 

主要系收到政府与经营相关的

补助资金及增值税进项税加扣

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8,688,952.93 20,097,327.11 42.75 主要系理财产品收益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4,618,282.48 1,258,210.59 -467.05 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2,340.40 543,301.91 -59.08 
主要系本期与非经营性相关的

政府补助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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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支出 79,485.92 614,800.00 -87.07 
主要系本期对外损赠金额变动

所致 

所得税费用 28,590,880.97 15,635,971.71 82.85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价格变

动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变化（%） 变化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1,775,199.99 24,910,244.78 -588.86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及在建工

程投入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3,164,044.14 -76,382,386.63 182.69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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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IPO募集资金项目嘉诚国际港（含一期、二期、三期）取得重大进展，项目进

入收尾阶段，预计将于明年三至六月大规模的投入运营。嘉诚国际港项目属三大战略枢纽建设工

程——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工程之一，是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已录入到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

项目总面积预计约60万平方米，五层主体，是全球单体面积最大的自动化智能立体仓库及智慧物

流中心。项目无缝对接公司在南沙自贸区保税港区的15万平方米的天运物流中心，打造“三业联

动示范基地”、“超级中国干线”、“跨境电商示范平台”等标志性工程，发挥粤港澳大通关及

通关一体化的优势，实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推进。嘉诚国

际港以整合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核心，运用现代物流技术和供应链管理理念与制造业

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四流合一”的供应链管理优势，提升制造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制造业、流

通业整体物流外包和物流产业的转型升级。 

项目建成后，主要为松下电器、菜鸟等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全链路供应链一体化服务、汽车零

部件智慧物流园、松下电器全球智慧分拨中心等。将打造制造业、商贸业、物流业三业联动的国

家示范基地，开启智慧物流示范，以降低物流成本，推进供应链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构建综合交

通运输服务体系，实现运输资源高效整合和运输组织的无缝衔接，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物流范围覆盖全球，构建全球多式联运的交通运输体系示范。 

嘉诚国际港项目由一期、二期、三期组成，一期已建成，配备海关及检验检疫大楼；二期主

要包括五层物流仓库、作业通道及上下行盘道等配套设施；三期为两栋多功能生产性厂房及相应

配套设施。 

嘉诚国际港项目总面积预计约60.4万平方米，其中仓储用途的面积预计约为52.49万平方米；

办公面积预计约7.9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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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承接菜鸟跨境电商相关物流业务，在全球供应链一体化服务与菜鸟进一步深

化合作，对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本年度第三季度与上年度同期对比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增长41.71%。基于中国跨境电商快速增长和广东在跨境电商产业链独特的区位优势，公司和菜鸟

在现有的十多万平方米天运仓库合作基础上，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公司拟在即将交付的嘉诚国际

港中为其设立“菜鸟全球集运分拨中心”，拟提供预计不低于35万平方米、设计产能约数百万单/

日的电商高标仓库为阿里旗下淘系、天猫海外等多个平台提供出口物流业务进行全链路整合，满

足菜鸟将非官方集运业务量融入全链路共享共建集运分拨中心的需求，设立含海运、空运等多功

能的全球中心仓；项目建成后，嘉诚国际将加速切入至菜鸟跨境电商物流市场，为其提供包含集

运、分拨、干线、关务等一体化、定制化的服务，同时，菜鸟全球集运分拨中心将会和天运物流

中心BBC保税进口业务形成进出口互通，进一步发挥集约化、规模化效应，预计2021年公司自有仓

七成以上将为阿里系客户提供物流服务。相关业务将迎来快速增长的新格局，并给2021年公司营

收带来较大的积极影响。 

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政府签署了在番禺区投资建设“大湾区（华南）国际电商港项目”的框

架协议书，项目拟投资23.88亿元，总用地面积约9.08万平方米，预计总建筑面积约35.07万平方米。

大湾区（华南）国际电商港项目拟以“互联网+科技物流”为核心，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产业。拟打造成为中国领先的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新零售模式，集“无人（智慧）零售体验厅+数智物流中心及流通加工中心、永不

落幕的跨境交易展示展览中心、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大湾区全球电子商务创新及智能研发中

心”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数智国际电商综合体，并成为整合电子商务上下游产业的聚集地。大湾区

（华南）国际电商港将依托多年来公司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为基础，充分利用并跨界整合平台商、

电商商家及电子商务全产业链上的各种资源，集成协同式发展，形成独特的物流业、制造业、商

贸业三业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大湾区(华南)国际电商港将引进世界知名的电商平台商进行战略合

作，携手开拓网上丝绸之路。 

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该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已于7

月30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受理序号：201990）。2020年9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并发布了《广州市

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修订后，向段容文、

黄艳婷、黄平、广祺贰号、万宝长睿等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15,789,472股股票，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20,400万元。如获批后，广汽集团及工控集团利用其具备国际国内领先的市场、渠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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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和核心技术等战略资源，与公司产生上下游协同效应，能够将资源实质性带入给公司。嘉诚国

际与广汽集团及工控集团的潜在市场空间广阔，随着战略投资者的相关资源导入，其将显著促进

嘉诚国际市场拓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推动实现公司销售业绩大幅提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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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段容文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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