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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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孟凡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凡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范志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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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407,118.83 2,094,210,452.37 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22,390,690.60 1,632,679,390.92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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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308,403.85 31.68% 1,197,683,212.16 4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8,301,410.44 186.02% 117,661,124.62 32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311,079.24 299.52% 114,011,642.33 28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1,463,065.16 -196.15% 126,238,149.96 58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189.30% 0.2107 324.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65 189.30% 0.2107 324.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1.65% 7.19%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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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2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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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168.1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755,496.56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68,502.2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769.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613.30  

合计 3,649,48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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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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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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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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丽 境内自然人 28.10% 158,672,000 119,004,000   

深圳市恒信华业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平

潭华业战略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9.50% 53,643,624 0   

深圳市恒信华业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平

潭华业价值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9.50% 53,643,624 0   

孟庆南 境内自然人 9.07% 51,218,852 0   

孟凡博 境内自然人 8.03% 45,340,200 34,005,150   

王凯 境内自然人 2.13% 12,000,001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5,617,045 0   

陈智明 境内自然人 0.65% 3,660,000 0   

黄勇 境内自然人 0.53% 3,001,500 0   

上海富诚海富通

资产－海通证券

－富诚海富通稳

胜共赢十七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2,19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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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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平潭华业战略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643,624 人民币普通股 53,643,624 

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平潭华业价值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643,624 人民币普通股 53,643,624 

孟庆南 51,218,852 人民币普通股 51,218,852 

王丽丽 39,6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668,000 

王凯 12,0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1 

孟凡博 11,335,050 人民币普通股 11,335,05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617,045 人民币普通股 5,617,045 

陈智明 3,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0,000 

黄勇 3,00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1,500 

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海通证券

－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十七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2,1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为夫妻关系。孟凡博先生系孟庆南先生与王丽

丽女士之子；王凯先生系王丽丽女士之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通过“上海富诚海

富通资产－海通证券－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十七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2,192,000 股。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潭华业战略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恒信华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潭华业价值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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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78,666,704.03 707,482,218.11 -46.48% 主要原因是：一、公司本期用货币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金额较大，截止期末上述理财产品尚有4.3

亿元未到赎期，放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核算；二、

公司合并范围内的产业投资基金“平潭华业聚焦二

号”本期累计对外投资1.22亿元。  

应收票据  20,531,494.06 518,881.28 3856.88% 主要是公司期末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年初

增加。  

预付款项  19,647,611.16 58,598,829.71 -66.47% 主要原因是上年度预付东莞市松湖假日物业发展有

限公司购房款3704.78万元在本期转入固定资产核

算。  

其他应收款  16,496,024.70 149,629,208.38 -88.98%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武汉市土储中心支付的第

二期土地补偿款1.31亿元。  

其他流动资产  451,513,579.44 18,173,373.98 2384.48% 公司本期用货币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金额较

大，截止期末上述理财产品尚有4.3亿元未到赎期，

放在本项目核算。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38,155,000.00 0.00 100.00% 系公司合并范围内的产业投资基金“平潭华业聚焦二

号”本期对宁波聚嘉、深圳诺信博和武汉敏芯三家单

位的投资款，由于对其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

影响，故放在本项目列报。  

长期股权投资  83,578,568.95 0.00 100.00% 系公司合并范围内的产业投资基金“平潭华业聚焦二

号”本期对长沙华业高创的投资款，由于对其具有重

大影响，放在本项目列报。  

投资性房地产  14,187,842.34 10,416,703.90 36.20%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本期将东一路产业园5#厂房二楼

出租给关联方武汉正维电子，对应固定资产转入投资

性房地产核算。  

长期待摊费用  22,528,352.90 14,066,814.28 60.15% 主要原因是母公司东一路产业园及子公司德威斯电

子银河湾工业园本期新增电力增容、厂房改造等工程

款项支出。  

应付票据  153,395,616.75 93,912,837.64 63.34% 公司本期购买商品采用票据结算的比重有所增加。 

预收款项  12,837,506.46 8,121,337.26 58.07% 主要是子公司凡谷职校由于招生规模扩大，本期收到的学

杂费增加。 

应交税费  3,946,458.01 14,556,547.19 -72.89% 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应交增值税的金额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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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负债  18,993,139.21 14,873,800.04 27.70%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固定资产因会计和税法折旧差异产生

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197,683,212.16 846,564,544.29 41.48%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优化产品销

售结构，射频器件产品的营业收入相比上期有较大增

加。  

销售费用  32,867,790.52 13,606,079.85 141.57% 主要原因是：一、公司本期发往境外销售的商品增加

且主要采用空运方式，造成销售费用运杂费大幅增

加；二、由于本期销售规模扩大，销售部门工资薪金

（含计提的2019年度绩效奖金）、业务招待费及差旅

费等相应有所增加。  

研发费用  72,103,441.07 42,887,820.33 68.12% 主要是公司本期承担的研发人员工资薪金（含计提的2019

年度绩效奖金）、本期研发领料等有所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586,500.43 -1,163,011.18 -724.28% 主要原因是：一、本期利息费用较上期减少163.19万

元；二、本期汇兑收益较上期增加264.55万元；三、

本期利息收入较上期增加423.85万元。  

信用减值损失  -827,948.49 0.00 100.00% 公司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计提的应收账

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入本项目。  

资产减值损失  -3,720,583.38 -11,480,264.45 -67.59% 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计提的应收账款及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入“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资产处置收益  -1,676,809.01 815,681.98 -305.57% 主要系子公司德威斯电子银河湾工业园中央空调处置损

失。 

营业外收入  2,077,807.27 3,781,481.02 -45.05%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金额有所减少。 

营业外支出  2,518,877.85 906,139.23 177.98%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列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145.83万元。 

所得税费用  3,150,016.28 5,833,085.70 -46.00% 主要是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净利润  117,661,124.62 -52,882,919.29 322.49% 受益于市场需求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射频器件产品的销售

额大幅增加。公司一方面持续优化产品销售结构，另一方

面通过简化组织架构、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绩效考核，进

而促进产能释放、效率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射频器件产品

的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经营业绩大幅

改善。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250,121,774.02 891,659,433.64 40.20% 主要原因是：一、随着本期销售规模扩大，公司对客户销

售收款的金额随之增加；二、本期公司对部分客户的收款

赎期有所缩短，应收账款周转率提高。 

收到的税费返还  1,462,828.74 28,070,364.29 -94.79% 本期收到增值税出口退税的金额较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4,078,714.47 48,429,939.41 -70.93% 主要原因是本期列示在本项目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金额

为零，而上期列示在本项目的金额为3681.22万元。 

支付的各项税费 55,728,554.52 40,516,513.78 37.55% 主要原因是：一、由于本期销售额增加，应交增值税

及各项附加税相应增加；二、本期缴纳上期税费的金

额相对较大。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71,767,465.01 28,041,973.27 155.93% 主要原因是：一、本期列示在本项目的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金额为3291.46万元；二、本期支付的运杂费

相比上期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5,791,747.70 4,061,931.93 42.59%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较上

期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31,903,485.83 500,210.00 26269.62

%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武汉市土储中心支付的第

二期土地补偿款1.31亿元。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1,048,750.00 66,259,033.90 -83.32% 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回已到期三个月（含）及以上定期

存款的金额较大。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2,155,000.00 0.00 100.00% 本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平潭华业聚焦二号”累计

对外投资金额1.22亿元。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432,201,186.00 235,420,759.22 83.59%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金额较

大。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0.00 85,000,000.00 -100.00% 公司上期偿还短期借款8500万元。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7,917,346.10 1,532,354.31 1721.86% 公司本期分派现金股利2791.73万元，上期支付短期

借款利息153.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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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2、公司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2月12日。在公示期间，公司

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并于2019年2月15日披露了《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19年2月20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4、2019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公司股票期权的首次

授予日为2019年3月1日，向符合条件的87名激励对象授予792.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6.40元/股。  

5、2019年4月10日，公司完成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6、2019年5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公司股票期权的预留权益授予日为2019年5月30日，向符合条件的11名

激励对象授予118.00万份股权期权，行权价格为6.40元/股。 

7、2019年7月4日，公司完成了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授予登记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9 年 01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2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2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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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4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5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7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6,322,800 股，占公司回购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 1.1197%，成交的最高价为 6.30 元/股，最低价为 6.10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约为 39,197,729.18 元（含交易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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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38,155,000.00   

38,155,000.

00 
自筹 

合计 0.00 0.00 0.00 38,155,000.00 0.00 0.00 
38,155,000.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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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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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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36,400 34,9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8,100 8,100 0 

合计 44,500 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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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190701 

2019 年 09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190901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孟凡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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