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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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爱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汪海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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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966,244,124.74

3,189,057,685.71

-38.34

998,106,212.77

775,528,279.58

28.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2,049.3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上年度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320,345,514.27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99.83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901,605,047.27

803,778,037.99

136.58

226,343,173.81

-52,681,135.93

不适用

11,836,170.48

-58,171,370.53

不适用

25.40

-6.24

增加 31.6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2

-0.07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2

-0.07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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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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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说明
（1-9 月）

本期金额
（7－9 月）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65,707.71

214,687,1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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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833.67

5,017,040.03

76,004.12

221,486.27

610,897.37

3,787,183.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24,984.44

-1,773,212.78

所得税影响额

1,988,324.66

-7,432,642.22

7,171,751.97

214,507,003.3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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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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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东性质

丽水浙发易连商务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0,468,652

19.69

质押

10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
公司

50,000,000

7.54

质押

5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周洁

10,287,243

1.5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高立新

8,252,502

1.2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朱杭庆

6,803,000

1.0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晖

5,737,536

0.8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俞习文

5,564,298

0.8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姜洪星

4,536,948

0.6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彩红

4,295,583

0.6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邱鑫磊

4,168,700

0.63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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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水浙发易连商务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468,652

人民币普通股

130,468,652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0

周洁

10,287,243

人民币普通股

10,287,243

高立新

8,252,502

人民币普通股

8,252,502

朱杭庆

6,8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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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

5,737,536

人民币普通股

5,737,536

俞习文

5,564,298

人民币普通股

5,564,298

姜洪星

4,536,948

人民币普通股

4,536,948

赵彩红

4,295,583

人民币普通股

4,295,583

邱鑫磊

4,1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大股东丽水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020 年 7 月 7 日，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集团”）将其原先质押的本公司
部分股份合计 50,000,000 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2020 年 7 月 15 日，界龙集团将前述解除质押
的 50,000,000 股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变更登记至丽水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浙发易连”）名下。2020 年 7 月 16 日，浙发易连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50,000,000 股
股份质押给湖州祥元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0 年 8 月 7 日，根据公司控制权转让相关协
议的约定，界龙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50,000,000 股质押登记至浙发易连名下。2020
年 8 月 17 日，界龙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80,468,652 股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变更登
记至浙发易连名下。
2020 年 8 月 21 日，浙发易连将其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质押的本公司 50,000,000 股股份办理
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在前述 50,000,000 股解除质押后，浙发易连又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100,000,000 股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质押给湖州祥元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浙发易连共持有本公司 130,468,652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19.69%；其中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00,000,000 股，占浙发易连持股总数的 76.65%，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15.09%。界龙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50,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7.54%；其中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50,000,000 股，占界龙集团持股总数的 100.00%，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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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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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类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存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百分比

315,231,025.06

183,140,948.56

132,090,076.50

72.12%

309,502.08

100,000.00

209,502.08

209.50%

61,238,014.57

5,642,353.77

55,595,660.80

985.33%

217,631,012.41

1,410,673,539.67

-1,193,042,527.26

-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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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47,954,609.71

持有待售资产
长期应收款

82,761,766.82

-34,807,157.11

-42.06%

56,652,889.85

-56,652,889.85

-100.00%

195,203.66

-195,203.66

-100.00%

在建工程

2,397,630.88

18,693,739.27

-16,296,108.39

-87.17%

短期借款

279,500,000.00

401,650,167.63

-122,150,167.63

-30.41%

16,000,000.00

-16,000,000.00

-100.00%

1,138,165,499.36

-1,136,894,520.49

-99.89%

48,274,769.40

不适用

应付票据
预收款项

1,270,978.87

合同负债

48,274,769.40

应交税费

64,172,449.20

27,899,280.02

36,273,169.18

130.01%

101,827,031.69

221,723,842.40

-119,896,810.71

-54.07%

32,747,372.86

-32,747,372.86

-100.00%

53,040,000.00

100,240,000.00

-47,200,000.00

-47.09%

长期应付款

558,880.60

14,951,349.84

-14,392,469.24

-96.26%

未分配利润

232,223,852.54

5,880,678.73

226,343,173.81

3848.93%

52,892,792.18

37,366,113.91

15,526,678.27

41.55%

1,966,244,124.74

3,189,057,685.71

-1,222,813,560.97

-38.34%

其他应付款
持有待售负债
长期借款

少数股东权益
总资产

（1）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相应增加应收款所
致；
（2）应收款项融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未结算的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增加预付货款所致；
（4）存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增加，相应的将存货结转
成本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本期确认收入结转预缴税金所致；
（6）持有待售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出售持有待售资产所致；
（7）长期应收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收回融资租赁款所致；
（8）在建工程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在建机器设备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9）短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10）应付票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减少票据结算所致；
（11）预收款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相应的将预收款
项结转收入所致；
（12）合同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预收款项科目所致；
（13）应交税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增加收入、利润，相应的增加企业所得税所致；
（14）其他应付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转让子公司股权确认了投资收益，相应结转预
收股权款以及归还股东借款所致；
（15）持有待售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出售持有待售负债所致；
（16）长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归还部分借款以及部分长期借款重分类至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7）长期应付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支付融资租赁款所致；
（18）未分配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盈利增加所致；
（19）少数股东权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房产板块下属控股子公司本期盈利增加所致；
（20）总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同时结转存货（约 11
亿元）及预收款项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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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类

本期金额

上期同期金额

增减额

营业收入

1,901,605,047.27

803,778,037.99

1,097,827,009.28

136.58%

营业成本

1,664,535,432.80

656,324,984.72

1,008,210,448.08

153.61%

税金及附加

14,217,197.30

6,269,140.73

7,948,056.57

126.78%

研发费用

11,040,253.19

16,413,963.85

-5,373,710.66

-32.74%

财务费用

22,956,026.23

37,211,036.74

-14,255,010.51

-38.31%

投资收益

216,631,777.30

745,392.61

215,886,384.69

28962.78%

-3,109,195.87

-10,242,749.46

7,133,553.59

不适用

278,897,583.75

-61,832,123.79

340,729,707.54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8,007,370.95

6,041,969.67

1,965,401.28

32.53%

营业外支出

522,682.50

233,763.06

288,919.44

123.59%

286,382,272.20

-56,023,917.18

342,406,189.38

不适用

30,402,498.60

4,882,468.09

25,520,030.51

522.69%

净利润

255,979,773.60

-60,906,385.27

316,886,158.87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6,343,173.81

-52,681,135.93

279,024,309.74

不适用

29,636,599.79

-8,225,249.34

37,861,849.13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少数股东损益

增减百分比

（1）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所致；
（2）营业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所致；
（3）税金及附加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税金增加所致；
（4）研发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印刷包装板块子公司本期减少研发支出所致；
（5）财务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银行贷款所致；
（6）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约 2.16 亿
元；
（7）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8）营业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以及下属房产板块动
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增加营业利润；
（9）营业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无需支付的款项计入营业外收入所
致；
（10）营业外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赔偿支出所致；
（11）利润总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以及下属房产板块
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增加利润总额；
（12）所得税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利润总额，相应的增加所得税费用；
（13）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以及下属房产板块动
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增加净利润；
（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以及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增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少数股东损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部分控股子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净利润所致。
2020年1-9月合并报表现金流量表显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3.20万元，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741.86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497.24万元。其中：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31,981.35万元，主要是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房地产
项目预收房款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18,333.89万元，主要是本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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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增加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
同期增加19,113.74万元，主要是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归还房产项目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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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12月18日分别发布《关于第一大股东签订控制权变更相关协议的
公告》（临2019-058）及《关于第一大股东签订控制权变更相关协议的补充公告》（临2019-059），
公司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集团”）与丽水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浙发易连”）签署了《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相
关安排之执行协议》、《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
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等相关协议，同意将其所持有的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实业”、“标的公
司”）180,468,65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27.23%）转让给浙发易连。本次交易共涉及交
易对价14亿元。
2020年7月6日，界龙集团与浙发易连等相关方签订《谅解备忘录》，与浙发易连签订《关于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50,000,000股)。2020年7月15日，界龙集团将
其持有的界龙实业部分股份50,000,000股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变更登记至浙发易连名下。
2020年7月22日，界龙集团与浙发易连签订了《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第三期标的股份转让
价款金额合计为叁亿元（RMB300,000,000），浙发易连应于2020年7月31日前将第三期标的股份转
让价款全额支付至共管账户；在浙发易连向共管账户付清第三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后，界龙集团
应配合办理将5,000万股股票质押登记至浙发易连名下、剩余的80,468,652股股票过户至浙发易连
名下的相关手续；第四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金额合计为肆亿元（RMB400,000,000），浙发易连应
于2021年4月30日前将第四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全额支付至界龙集团指定的账户；在浙发易连向界
龙集团付清第四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后，界龙集团应配合办理将质押登记在浙发易连名下的5000
万股公司股票过户至浙发易连名下。
2020年8月10日，界龙集团与浙发易连签订《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明确2020年7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第二笔办理过户的本公司
80,468,652股股票转让价格为7.76元/股（含税），股份转让总价款（含税）合计为624,436,739.52
元人民币。2020年8月17日，界龙集团持有的界龙实业部分股份80,468,652股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变更登记至浙发易连名下，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浙发易连。
截至2020年8月5日，浙发易连已完成前述《谅解备忘录》、《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款项支付。截至本报告披露日，界龙集团累计收到股权转让款10亿元。以上相关
控制权转让进展情况，公司已发布相关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63、临2020-001、临2020-004、
临2020-010、临2020-012、临2020-013、临2020-036、临2020-037、临2020-039、临2020-042、
临2020-043、临2020-044、临2020-046、临2020-047）。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浙发易连持有本公司130,468,65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69%。界龙集团持有本公司5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7.54%。
2、根据控制权转让相关协议的约定，公司将其持有的部分子公司全部股权出售给界龙集团。
截 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 公 司 收 到 界 龙 集 团 支 付 的 下 表 中 五 家 子 公 司 5% 的 股 权 转 让 款 共 计
18,073,955.00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转让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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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
上海界龙现代印刷纸品有限公司

88%

2,409,225.00

48,184,500.00

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100%

158,040.00

3,160,800.00

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

100%

12,776,400.00

255,528,000.00

上海界龙派而普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100%

1,266,500.00

25,330,000.00

80.81%

1,463,790.00

29,275,800.00

18,073,955.00

361,479,100.00

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合 计

3、因公司控制权变动及个人原因，沈伟荣先生、龚忠德先生、薛群女士、费屹豪先生、石磊
先生、刘涛女士、蒋春先生七位董事提出辞去董事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相应职务；马凤英女
士、沈春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会监事职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正常开展，公司于2020
年8月20日分别召开第九届第十五次董事会、第九届第十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王爱红女
士、黄易丰先生、赵宏光先生、刘正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吴健先生、俞
敏女士、朱建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马金龙先生、罗衡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相关议案。
2020年8月21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推举沈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
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任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2020年9月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
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更名为“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变更
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选举王爱红女士、黄易丰先生、赵宏光先生、刘正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吴健先生、
俞敏女士、朱建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马金龙先生、罗衡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以上事项公司已于2020年8月21日、2020年9月7日和2020年9月9日发布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48、临2020-049、临2020-051、临2020-052、临2020-053、临2020-055、临2020-057）
4、2020年9月7日，公司收到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辞职报告。沈伟荣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邹煜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薛群女士辞去公司总会计师（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胡清涛
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2020年9月9日，公司第九届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并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选举王爱红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聘任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聘任赵宏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沈伟
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蒋久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许轼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审议通过《关
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聘任李玉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
届满。
2020年9月9日，公司第九届第一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
的议案》，选举罗衡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
以上事项公司已于2020年9月7日和2020年9月9日发布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8、临
2020-059、临2020-060、临2020-061）。
5、2020年9月24日公司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完成了《公司章
程》备案、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主要成员备案手续，公司更名为“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上事项公司已于2020年9月24日发布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62）。
6、2018年至2019年期间，公司累计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寄来的35份《民事起诉状》，法院累计
受理了35名原告（自然人）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诉状所指虚假陈述主要为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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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6年10月期间公司披露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情况披露未包含大股东委托他人持
股份额的事项，涉案诉讼标的累计金额为人民币693.21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上述累计35起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案件已全部裁定或判决。其中：31起案件裁定准许原告撤诉；1起案件已由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3起案件一审判决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其中1起案件原告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20年9月24日开庭，目前在二审审
理中，根据目前裁定或判决结果公司无需赔偿。
2020年9月28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寄来的1份《民事起诉状》及《应诉通知书》等相关
法律文书。根据《应诉通知书》及相关起诉状显示，法院已受理1名原告许建刚诉公司（被告）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买入600836*ST界龙股票的投资差
额及佣金损失1,985.2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本诉讼活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交通食宿费、误工工资等，最终按实际发生凭票据结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已由上
海金融法院立案受理，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很小。
7、为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减少亏损，经公司经理办公室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下属
子公司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或“上海派帝乐”）将其持有的
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江苏派帝乐”）100％股权转
让予北京艺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或“北京艺幕”），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80
万元。2020年8月31日，上海派帝乐与北京艺幕在上海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年7月29日出具的《上会师报
字(2020)第6411号》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江苏派帝乐资产总额为人民币692.29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75.5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16.75万元。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0年7月31日出具的编号为“银信评报字（2020）沪第0968号”的《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属上海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江苏）有限公
司股权所涉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20
年6月30日，目标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379.37万元。参照上述评估值，双方协商确定转
让价格为380万元。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让
方向转让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200万元；第二期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180万元，期限
不超过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6】个月。截至2020年9月30日，北京艺幕已向上海派帝乐
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200万元。
8、由于项目市场导入期过长，且受贸易战、疫情等宏观形势较大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干压纸模产品项目迟迟不能有效打开市场达成预期规划目
标，为了扭转经营局面、有效减少亏损面，在2019年底对重庆、合肥生产基地实施经营调整后，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将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派帝乐”）及安徽省界龙派帝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派帝乐”）进行注
销。
2020年8月6日、2020年9月23日，重庆派帝乐及安徽派帝乐已分别完成工商注销。
9、鉴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外文”）已于2020年6
月注销且已完成全部清算工作，2019年末公司母公司报表已根据实际情况全额计提了长期股权投
资减值准备3,549.60万元以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300万元。2020年7月，经公司经理办公会议审
议决定，同意全额核销对北京外文长期股权投资和其他应收款，其中长期股权投资3,549.60万元，
其他应收款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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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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变化的主
要原因是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以及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
目确认收入增加利润所致。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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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爱红
2020 年 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