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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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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炎顺先生、总裁刘晓东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芸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晓萍女士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分别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制，在对中英文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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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24,400,678,094.00 304,028,491,385.00 304,028,491,385.00 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762,736,301.00 85,856,748,703.00 85,856,748,703.00 1.06%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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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82,823,546.00 18.05% 85,722,032,233.00 2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3,791,110.00 -54.49% 1,852,239,559.00 -4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40,490,839.00 -332.16% -189,000,405.00 -110.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6,526,989,409.00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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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58.33% 0.053 -45.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58.33% 0.053 -4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55.32% 2.14% -45.4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8 年年报根据审计调整重分类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根据财会[2018]15 号的相关解读，本

集团将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以上调整不影响上年度末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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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9,354.00 无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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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252,399.00 无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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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无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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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无 

债务重组损益 0.00 无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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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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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无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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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44,711.00 无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93,516.00 无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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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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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无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无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888,377.00 无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95,126,980.00 无 

减：所得税影响额 87,489,641.00 无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0,407,024.00 无 

合计 2,041,239,96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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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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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795,126,980.00 

本公司对子公司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鑫晟"）少

数股东的出资承担受让及换股义务，根据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计入金

融负债。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合肥合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

合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合肥合屏所持合肥鑫晟合计

15.3846%的股权，受让完成后，合肥鑫晟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

据准则 要求， 将现 金支付 金额 与账面 金融 负债的 差额 人民币

795,126,980.00 元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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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34,390（其中 A 股股东 1,394,366 户，B 股股东 40,024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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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11.68% 4,063,333,333 0 无 0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60% 2,643,863,541 0 无 0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21% 2,510,142,953 0 无 0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6% 1,168,209,006 0 无 0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6% 822,092,18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7% 477,597,769 0 无 0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9% 273,735,58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248,305,300 0 无 0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7% 163,345,478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132,480,249 0 无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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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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4,063,333,333 人民币普通股 4,063,333,333 

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643,863,541 人民币普通股 2,643,863,541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2,510,142,953 人民币普通股 2,510,142,953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68,209,006 人民币普通股 1,168,209,006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22,092,180 人民币普通股 822,092,18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7,597,769 人民币普通股 477,597,769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273,735,583 人民币普通股 273,735,58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8,30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305,300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163,345,478 人民币普通股 163,345,47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2,480,249 人民币普通股 132,480,2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 

2、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6.25%的股份，是其

控股股东。  

3、在京东方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重庆渝资光电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分别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在行使股东表决权时

与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持一致。  

4、在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通过《股份管理协议》

将其直接持有的 70%股份交由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取得该部分股份附带的除处分权及收益权以外的股东权利；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

中心将其直接持有的其余 30%股份的表决权通过《表决权行使协议》约定在行使股东表

决权时与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保持一致。  

5、除上述股东关系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因参与转融通业务，导致其股份减少 30,709,600股。  

公司股东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股 42,926,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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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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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35%，主要是报告期内随新项目建设进度相应增加所致； 

2.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75%，主要是报告期内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所致； 

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88%，主要是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4.应付债券较期初减少96%，主要是报告期内提前兑付公司债券所致； 

5.研发费用同比增加75%，主要是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6.财务费用同比减少38%，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偿还账面可换股的债权，财务费用降低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51%，主要是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增加所致； 

8.投资收益同比减少71%，主要是报告期内到期理财减少所致； 

9.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38%，主要是根据新项目进度，项目公司落实投资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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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下属全资公司京东方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包括：乐视移动智

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移动”）、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乐赛移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贾

跃亭，诉讼请求金额合计约4,184万美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分别于2017年7月6日和2017年7月31日作出《受理案件通知

书》和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乐视移动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并向最高人民法院就管辖权异议

裁定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局裁定，驳回乐视移动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3月8日，本案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次开庭审理，下一步将等待法院通知或判决。本公司已就上述诉讼金额对应的应收款项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了相应

的坏账准备，其对公司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签署生命科技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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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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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股

票 
HK00903 冠捷科技 134,658,158.00 

公允价值

计量 
25,613,279.00 -24,470,177.00 -133,515,055.00 0.00 0.00 471,354.00 1,143,103.00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

票 
SH600658 电子城 90,160,428.00 

公允价值

计量 
83,995,943.00 56,125,880.00 49,961,395.00 0.00 0.00 1,883,379.00 140,121,823.00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

票 
HK01963 重庆银行 120,084,375.00 

公允价值

计量 
98,705,065.00 -4,000,184.00 -40,472,517.00 0.00 0.00 3,859,812.00 98,835,126.00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

票 
HK06066 中信建投 70,041,364.00 

公允价值

计量 
44,412,577.00 12,415,268.00 -12,468,379.00 0.00 0.00 2,044,411.00 58,945,138.00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

票 
HK01518 

新世纪医

疗 
140,848,85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25,909,253.00 -72,588,144.00 -87,705,450.00 0.00 0.00 0.00 57,630,071.00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 -- 

合计 555,793,175.00 -- 378,636,117.00 -32,517,357.00 -224,200,006.00 0.00 0.00 8,258,956.00 356,675,261.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无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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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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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 自有资金 674,150 455,750 0 

合计 674,150 45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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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7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讨论的主要内容：  

1.行业主要情况；  

2.公司主要经营信息； 

3.技术和产品创新；  

4.未来战略布局。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08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2019 年 09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 月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个人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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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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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签字）：                 

                                                                            陈炎顺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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