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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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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宗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占俊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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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8,288,828,836.24   63,484,352,233.42 63,465,019,931.22 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439,398,048.74   37,590,154,638.46 37,567,728,835.78 7.6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5,915,642,804.35   12,926,932,976.48 12,926,932,976.48 23.12% 39,838,916,228.85   33,802,691,201.11 33,802,691,201.11 1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10,578,954.89   3,248,407,615.14 3,248,407,615.14 17.31%  8,027,334,165.13   7,395,803,151.00 7,395,803,151.00 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667,114,061.94 3,142,725,705.56 3,142,725,705.56 16.69% 7,789,309,590.97 7,151,996,666.81 7,151,996,666.81 8.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5,379,028.58 4,267,464,655.50 4,267,464,655.50 -86.99% 124,315,235.40 2,646,271,297.50 2,646,271,297.50 -95.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0      0.357      0.357   12.04%    0.860   0.806 0.806 6.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0      0.353      0.353   13.31%    0.860   0.804 0.804 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4% 10.25% 10.25% -0.61% 20.44% 23.06% 23.06%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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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9,345,010,696.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408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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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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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5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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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740,0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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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13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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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99,481.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991,918.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82,768,374.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052,941.04 

合计 238,024,5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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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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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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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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10% 3,653,674,956 0 质押 50,000,000 

龚虹嘉 境外自然人 13.43% 1,255,056,700 941,292,525 质押 545,03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38% 595,977,036 0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2% 450,795,176 0 质押 127,612,000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182,510,174 0 质押 37,200,000 

胡扬忠 境内自然人 1.95% 182,186,477 136,639,858 质押 109,310,46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 国有法人 1.93% 180,775,044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 96,903,22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0% 65,818,800 0   

郭敏芳 境内自然人 0.42% 39,474,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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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3,653,674,956 人民币普通股 3,653,674,95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95,977,036 人民币普通股 595,977,036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450,795,176 人民币普通股 450,795,176 

龚虹嘉 313,764,175 人民币普通股 313,764,175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82,510,174 人民币普通股 182,510,17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 180,775,044 人民币普通股 180,775,04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6,903,225 人民币普通股 96,903,22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8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818,800 

胡扬忠 45,546,619 人民币普通股 45,546,619 

郭敏芳 39,47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9,4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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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二研究所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公司境外自然人股东龚虹嘉先生与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的有限合伙人陈春梅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境内自然人股东胡扬忠先生同时持有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和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股份。除此之外，

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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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 

（元） 

年初余额 

（元） 

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2,263,835,274.52   16,619,441,281.18   33.96% 

随销售收入增长而增长 长期应收款   938,509,869.57     705,512,368.17   33.03% 

预收款项   845,999,565.36     641,430,490.22   31.89% 

 应收款项融资    1,198,257,901.65     2,247,357,583.28   -46.68% 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用于支付货款 

 预付款项    698,836,396.28     460,304,219.65   51.82% 

备货增加 存货   9,844,634,655.15     5,725,104,153.41   71.96% 

应付票据   1,082,080,179.53     463,479,760.54   133.47% 

在建工程   658,376,204.58     416,092,413.42   58.23% 
成都科技园、重庆科技园二期项目投入

增加 

长期借款   4,530,620,000.00     440,000,000.00   929.69% 新增用于长期资产投资的外币借款 

其他应付款   880,158,563.93     2,953,454,987.95   -70.20% 2018年限制性股票计划股份授予完成，

投资款转股本及资本公积，因此其他应

付款减少，资本公积增加；其他流动负

债和库存股随着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的增加而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2,299,380,825.08     364,984,759.94   529.99% 

资本公积   4,225,822,036.36     1,960,939,660.52   115.50% 

库存股   2,299,380,825.08     364,984,759.94   529.99% 

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4,007,277,010.81     3,077,722,956.20   30.20% 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626,571,624.15 -367,680,813.03 -70.41% 受汇率波动影响，本期汇兑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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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315,235.40 2,646,271,297.50 -95.30% 本期备货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7,968,335.26 1,296,366,271.60 -197.04% 上期银行保本理财投资到期收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77,259,135.63 -2,606,239,170.94 -71.79% 本期欧债到期偿还及分配的股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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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计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5%-20%。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值

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1,013,306,062.25 -1,573,852.92  318,303,388.25  8,769,414.59   369,559.03 
自有

资金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90,966,813.00 12,788,786.31  2,884,220.00   306,639,819.31 
自有

资金 

应收款项融资 2,247,357,583.28  15,490,388.65        1,198,257,901.65   
自有

资金 

合计 3,551,630,458.53 11,214,933.39 15,490,388.65 321,187,608.25  8,769,414.59 1,505,267,27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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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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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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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情况 

2、报告期内参加投资者关系会议情况 

时间 地点 参加会议 接待对象 接待方式 

2019 年 7 月 东京 
Daiwa Hong Kong China Investment Seminar 

Tokyo 2019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7 月 上海 国泰君安信息产业峰会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7 月 
香港 

台湾 
香港、台湾 NDR-Via HSBC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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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个人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7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7 月 22 日 

至 8 月 2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8 月 5 日 

至 8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8 月 19 日 

至 9 月 9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8 月 19 日至 9 月 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9 月 10 日 

至 9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9 月 10 日至 9 月 2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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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参加会议 接待对象 接待方式 

2019 年 9 月 台北 Credit Suisse Asian Technology Conference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9 月 
巴黎 

斯德哥尔摩 
NDR-Via CICC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9 月 伦敦 中金第五届伦敦论坛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9 月 苏州 中信证券寻找科创核心资产主题投资交流会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3、报告期内投资者关系活动统计 

日常调研的接待次数（现场、电话会议） 64 

日常接待机构投资者数量（个次） 946 

日常接待个人投资者数量（个次） 12 

参加投资者关系会议的次数 7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宗年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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