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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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UA LEE MING、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淳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饶乐乐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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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421,304.24 2,510,509,599.98 1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80,639,056.20 1,615,953,021.32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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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56,944.29 -19.10% 1,434,822,732.84 -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6,516,636.22 -28.58% 211,251,157.01 -1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1,927,633.83 -26.88% 191,239,436.15 -1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361,401.12 -106.97% 168,616,622.28 -18.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06 -31.13% 0.5587 -15.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06 -31.13% 0.5587 -15.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2% -44.31% 10.87%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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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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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1,7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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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7,034.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169.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04,3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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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62,670.09  

合计 20,011,720.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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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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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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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IBRI 

TECHNOLOGIE

S PTE LTD 

境外法人 41.87% 171,654,552 171,654,552   

深圳市华苗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2% 75,921,360 75,921,360   

深圳市鹰诺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5% 47,753,912 47,753,912   

君联资本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天

津君联晟晖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2% 25,104,843 25,104,843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三维同创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8% 8,536,885 8,536,885   

GOLDEN 

SEEDS 

VENTURE（S） 

PTE. LTD. 

境外法人 2.08% 8,520,941 8,520,941   

中投长春创业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5,122,131 5,12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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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中

投金瑞新兴产业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合勤同道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4,616,320 4,616,320   

深圳市惠志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4,609,918 4,609,918   

深圳市乐志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6% 3,926,967 3,926,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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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亿方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擎天柱稳赢证券投资基金 
1,361,466 人民币普通股 1,361,466 

秦长钦 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 

周俊峰 298,214 人民币普通股 298,214 

张益荣 2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600 

新余赛瑞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3,500 

梁为民 253,296 人民币普通股 253,296 

徐超杰 13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0 

陆振德 130,363 人民币普通股 130,363 

李龙良 12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4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持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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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正常，1-9月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整体持平，第三季度收入较去年有所下降，

主要是由于收入结构调整，各业务自身的季节性特点导致。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新能源行业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加1.02亿元,移动终端行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1.2亿元，电子烟行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略有增加。 

年初至报告期末毛利率稳定，净利润下降主要是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所致。其中，由于汇率波动

等原因导致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216万元；中山项目投产，管理费用增加400万元，以及管理人员成

本较去年同期增加640万元导致。 

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分列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39,828,776.63 917,831,262.57 35.08% 主要是由于公司IPO收到的5.8亿募集资

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38,910,000.00     主要是投资理财资金。  

 应收票据  51,352,974.33 97,702,437.27 -47.44% 主要是由于票据贴现所致。  

 其他应收款  14,647,702.32 41,752,809.85 -64.92% 主要是由于收到出口退税所致。  

 存货  187,458,510.67 390,883,452.70 -52.04% 主要是由于2018年末在手订单较多，提

前备货导致2018年末存货较大。  

 其他流动资产  13,148,228.88 21,547,309.75 -38.98% 主要是由于结转IPO费用及留抵进项税

额所致。  

 在建工程  1,999,303.87 11,839,666.98 -83.11% 主要是由于在建工程转固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883,968.10 8,493,130.27 -42.50% 主要是由于装修摊销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65,417.38 10,422,939.75 -92.66% 主要是由于结转前期预付长期资产款项

所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主要是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7,557,091.69      主要是未到期的远期结汇合同损失所

致。  

 应付票据  65,857,001.19  124,964,469.33  -47.30% 主要是由于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应付账款  171,116,965.35  247,121,711.85  -30.76% 主要是由于货款到期支付所致。  

 预收款项  52,432,837.74  151,135,258.73  -65.31% 主要是由于预收冲应收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0,262,297.70  73,769,641.95  -31.87% 主要是由于奖金支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4,826,614.91  113,715.15  12938.38% 主要是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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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借款  86,026.46  29,579,696.69  -99.71% 主要是长期借款转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    24,467.13  -100.00% 主要是由于已付清长期应付款所致。  

 资本公积  760,974,174.00  236,198,874.00  222.18% 主要是由于IPO资本溢价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39,021.59  -697,348.48  -162.96% 主要是由于汇率波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5,206,115.96  -17,368,133.15  -70.02% 主要是由于利息收入增加、汇兑损益减

少所致。  

 其他收益   26,411,723.61   16,007,033.88  65.00% 主要是今年收到较多政府补助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3,730,057.59   1,109,159.73  236.30% 主要是投资理财收益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1,275,905.04   -17,914,819.53  -92.88% 主要是由于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190,427.19   -34,016.15  459.81% 主要是由于今年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5,829.06   462,997.58  -66.34% 主要是由于赔款收入的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29,133,828.80  14,437,308.85  101.80% 主要是由于2019年收到政府补助较多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96,637,131.31  63,035,347.81  53.31% 主要是由于当期支付的税费较多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1,376,549.17  10,711,252.30  99.57% 主要是进行外汇衍生品保证金收回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3,912,270.05  57,444,691.94  -58.37% 主要是由于中山基建已基本完成。  

 投资支付的现金    2,665,008,450.81  1,971,956,180.00  35.15% 主要是投资理财的支出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3,885,518.08  10,711,252.30  309.71% 主要是进行外汇衍生品缴纳保证金的支

出。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6,500,000.00  3,000,000.00  450.00% 主要是贷款保证金减少所致。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34,908,994.75  79,859,530.25  -56.29% 主要是由于2019年股利支付下降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356,257.46  33,440,000.00  -60.06% 主要是由于归还部分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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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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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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7,557,091.69 -10,241,300.49 0.00 0.00 
-2,684,208.

80 

-7,557,091.

69 

闲置自有资

金 

合计 0.00 -7,557,091.69 -10,241,300.49 0.00 0.00 
-2,684,208.

80 

-7,557,091.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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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自有资金 42,494 23,8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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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2,494 2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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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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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科瑞

技术：2019 年 9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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