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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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蔡为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俊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

春燕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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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435,092,139.29 2,179,122,540.06 5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88,155,030.25 1,470,148,698.77 82.8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4,121,994.41 27.15% 1,600,719,433.06 2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9,263,020.36 5.49% 269,377,643.83 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9,934,304.95 7.43% 275,624,652.60 10.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3,224,644.68 61.52% -344,234,075.63 118.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13.24% 1.39 -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13.24% 1.39 -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2.67% 16.00% -3.7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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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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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4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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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3,669.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5,312.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6,139.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772.20  

合计 -6,247,008.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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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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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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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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大青鸟环

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27% 91,836,720 91,836,720   

蔡为民 境内自然人 13.68% 32,823,720 32,823,720   

陈文佳 境内自然人 10.20% 24,489,720 24,489,720   

曾德生 境内自然人 1.94% 4,657,680 4,657,680 质押 1,442,000 

王欣 境内自然人 1.70% 4,088,520 4,088,520   

杨玮 境内自然人 1.36% 3,259,980 3,259,980   

辜竹竺 境内自然人 1.07% 2,557,260 2,557,260   

刘青 境内自然人 0.88% 2,112,210 2,112,210   

孙广智 境内自然人 0.77% 1,838,120 1,836,720   

康亚臻 境内自然人 0.77% 1,836,720 1,83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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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瑾珊 28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200 

#曹丽芳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汤兴良 2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200 

#丘济强 202,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900 

#徐阳明 19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200 

赵智华 19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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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向阳 1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000 

夏秀华 156,067 人民币普通股 156,067 

#余国文 15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700 

薄宝珍 148,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股东石瑾珊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87,200 股；股东曹

丽芳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50,000 股；股东丘济强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02,900 股；

股东徐阳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53,4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2,800 股，合计

持有 196,200 股；股东唐向阳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66,000 股；股东余国文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152,7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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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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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长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202,697,679.38 602,825,528.31 99.51% 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应收账款

规模相应增长；且由于公司业务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货款回收及

结算更多集中在第四季度 

其他应收款  11,515,516.61 6,431,337.05 79.05% 主要系支付的各类保证金及押金

的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718,568,403.19 5,200,198.80 13,718.09% 主要系新增结构性存款71,080万

元 

长期股权投资  669,043.61 17,567,524.32 -96.19% 主要系收购北京中科知创电器有

限公司使其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所致 

商誉  24,770,640.93 13,275,584.79 86.59% 系收购北京中科知创电器有限公

司形成的商誉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714,392.07 10,260,130.46 62.91% 系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对应计

算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应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826,552.92 11,203,307.18 76.97% 主要系购置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

的预付款增加  

短期借款  300,000,000.00 200,000,000.00 50.00% 系新增流动资金贷款1亿元  

预收款项  7,910,117.76 42,034,852.51 -81.18% 因货款回收及结算更多集中在第

四季度，因此年末预收款项金额

一般较大  

应付职工薪酬  9,801,142.04 32,191,674.97 -69.55% 系期初余额已计提但尚未发放的

年终奖金  

应交税费  42,391,676.70 29,705,504.97 42.71% 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的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91,027.78 977,252.68 113.97% 主要系税收和会计的暂时性差异

所致 

股本  240,000,000.00 180,000,000.00 33.33% 系报告期内 公司发行 普通股

6,000万股 

资本公积  879,068,355.58 445,447.81 197,244.86% 系报告期内 公司发行 普通股

6,000万股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030,378.63 781,234.71 1,183.91% 汇率变动引起的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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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长率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953,420,669.49 706,672,979.86 34.92% 系随营业收入的增加，营业成本

也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133,193,879.51 91,698,264.13 45.25% 主要系销售人员人数增加及薪金

增长，使得职工薪酬支出增加 

管理费用 71,741,558.15 50,928,173.89 40.87% 系人员薪酬增加，支付与上市相

关的费用增加 

投资收益 -7,863,485.67 -3,741,867.85 110.15% 主要系收购北京中科知创电器有

限公司使其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384.20 -22,099.91 -106.26%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的收益  

营业外收入  506,408.61 4,475,070.59 -88.68%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1,245,109.17 31,889.13 3,804.49% 主要系放弃收购支付给标的公司

的费用及捐赠款项的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9,165,613.47 -2,622,552.38 249.49% 主要系控股子公司的亏损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长率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836,277.88  17,081,376.62  -36.56% 系2019年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

退税金额较2018年同期有所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846,955,415.77 625,595,358.75 35.38% 系支付采购货款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232,365,020.83 171,385,970.88 35.58% 系支付给职工工资及缴纳各项社

保公积金的增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91,391,687.58 97,393,167.42 96.51% 系支付的销售、管理、研发等费

用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37,400.00  70,000.00  -46.57%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的收益 

投资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 -100.00% 主要系2018年支付的投资保证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602,408.45 -100.00% 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正天

齐消防设备有限公司2018年纳入

合并范围减少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710,800,000.00   主要系购买 结构性理 财产品

71,080万元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968,499,510.00 5,664,911.33 16,996.46% 系公司发行普通股6,000万股收

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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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0 150,000,000.00 66.67% 主要系收到的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增加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026,880.94   主要系北京中科知创电器有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增加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9,211,138.80   主要系支付的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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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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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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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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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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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5,490 5,49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8,890 8,8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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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7,700 17,7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2,200 12,2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6,800 6,8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0,000 20,000 0 

合计 71,080 7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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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为民 

                                                              2019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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