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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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礼淦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碧霞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可欣女士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若出现总数与各

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等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公司指定披露信息的网站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指定披露信息的报刊为《证券时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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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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6,780,376 6,598,046,093 1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71,803,409 4,009,333,752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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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419,557 36.32% 5,010,337,013 3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815,443 99.73% 851,214,072 1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59,296,565 106.20% 812,571,809 136.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1,241,885 9.75% 980,371,823 61.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08 98.03% 0.5048 12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69 94.88% 0.4966 11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7% 3.02% 19.53% 增加 8.9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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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172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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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06,237 

主要系因整体搬迁产生的昆山

厂建设工程递延收益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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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711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0,40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2,196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83,306  

合计 38,642,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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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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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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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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9.60%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境外法人 12.85% 221,555,4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60% 131,070,33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78% 65,144,800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04% 18,010,23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其他 0.85% 14,594,24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13,068,658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0.54% 9,27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8,332,4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46% 7,9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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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 LTD. 337,999,943 人民币普通股 337,999,943 

WUS GROUP HOLDINGS CO., LTD. 221,555,421 人民币普通股 221,555,42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1,070,333 人民币普通股 131,070,33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144,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144,800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18,010,239 人民币普通股 18,010,23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14,594,243 人民币普通股 14,594,24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068,658 人民币普通股 13,068,658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9,2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7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32,476 人民币普通股 8,332,4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901,600 人民币普通股 7,901,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 BIGGERING(BVI) HOLDINGS CO.,LTD.、 HAPPY 
UNION INVESTMENT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吴礼淦家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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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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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 9月 30日   2019 年 1月 1日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货币资金 861,146,080  279,925,304  208%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同比增加，同时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余额较年初大幅增加。 

应收票据 35,497,578  51,950,853  -32% 主要系：报告期末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其他应收款 795,740,962  466,280,387  71% 主要系：报告期末未到期的保本固定收益存单增加。 

存货 1,504,435,210  1,038,824,976  45%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经营及订单情况良好，期末存货相应增加。 

短期借款 511,769,993  166,665,062  207% 主要系：报告期末银行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 276,022,279  84,552,227  226% 主要系：报告期末开立国内信用证，应付银行票据增加。 

预收款项 9,519,723  65,992,546  -86% 主要系：报告期末预收房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已完工并交付。 

未分配利润 2,463,251,182  1,778,632,127  38%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 年前三季度 2018年前三季度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营业收入 5,010,337,013  3,848,865,977  30%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销售情况良好。 

研发费用 225,241,953  168,818,211  33%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职工薪酬、测试费及股份支付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716,977) 3,481,427  -235%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利息收支净额同比增加约 724万。 

投资收益 2,891,249  14,999,300  -81%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确认的联营公司股权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6,941,620  61,405,813  107%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税前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应交所得税相应增加。 

净利润 851,214,072  383,210,344  122%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同比均有所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 年前三季度 2018年前三季度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443,399,016  3,975,070,600  37%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收到的货款相应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2,397,409  166,700,487  -33%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收到的出口退税及留抵税额返还同比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6,578,830  136,122,179  88%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缴纳增值税、所得税同比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1,688,455  7,437,276  57%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收到的理财收益同比增加。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47,278,006 3,196,207,000 52%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收回的到期理财产品同比增加。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124,500,000 3,454,207,000 48% 主要系：2019 年前三季度使用自有资金理财发生额同比增加。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0,867,843 102,960,461 -80% 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实施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收到投资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86,311,076 94,262,160 98% 主要系：2019 年分配现金股利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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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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31,233  100,000,000   100,031,233 自有资金 

合计 100,000,000 31,233  100,000,000   100,031,233 -- 

注：该金融资产的收益挂钩工具为汇率，期末根据挂钩工具的变动来确定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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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质押式逆回购 自有资金 113,650 17,15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10,000  

合计 123,650 27,150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于稳健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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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2019年第三季度，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质押式债券逆回购的累计

金额为113,650万元，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10,0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投资债券质押式逆回购未到期

本金为17,150万元，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未到期本金为10,000万元，没有逾期未收回的投资理财本金和收益，无涉诉情况，未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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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703-029 

2019 年 07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704-030 

2019 年 07 月 1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715-031 

2019 年 07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717-032 

2019 年 07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725-033 

2019 年 07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726-034 

2019 年 07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731-035 

2019 年 08 月 0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801-036 

2019 年 08 月 0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802-037 

2019 年 08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806-038 

2019 年 08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808-039 

2019 年 09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903-040 

2019 年 09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904-041 

2019 年 09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904-042 

2019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905-043 

2019 年 09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906-044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910-045 

2019 年 09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调研活动记录表编号：2019-0918-046 

公司就报告期内历次调研情况提交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参见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ssgs/S002463/)

或巨潮资讯网（http://irm.cninfo.com.cn）。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礼淦 

2019 年 10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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