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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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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浩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长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战慧

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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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43,909,761.16 42,697,311,470.60 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893,097,865.59 13,324,854,829.15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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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4,299,554.40 45.80% 12,015,841,439.31 2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9,765,826.93 98.60% 701,910,919.33 6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5,130,308.37 174.35% 559,154,995.24 87.62%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79,820,525.34 50.01% 1,331,976,433.73 54.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7 100.67% 0.2520 59.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97 100.67% 0.2520 59.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0.45% 4.09%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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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39,9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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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71,618.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978,889.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48,649,364.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985,194.49  

合计 142,755,92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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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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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55% 767,225,207 17,91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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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4% 268,510,983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2% 83,983,137 83,983,13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9% 38,594,79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多策

略优选 
其他 0.74% 20,671,44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8% 19,00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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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18,112,601    

汇安基金－兴业银行－汇安基金－北方工

业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2% 14,506,26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四组合 其他 0.37% 10,343,80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信息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10,09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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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749,312,725 人民币普通股 749,312,725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68,510,983 人民币普通股 268,510,98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8,594,790 人民币普通股 38,594,79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多策略优选 20,671,444 人民币普通股 20,671,44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0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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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2,601 人民币普通股 18,112,601 

汇安基金－兴业银行－汇安基金－北方工业资产管理计划 14,506,268 人民币普通股 14,506,268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四组合 10,343,803 人民币普通股 10,343,80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信息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099,905 人民币普通股 10,099,905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203,500 人民币普通股 9,20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上市

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一致行动

人关系不详。 

注：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749,312,725 股，其中包含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 月 20 日中环集团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增持股份

22,100,03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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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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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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 136.18%，主要系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增长，国内业

务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 62.11%，主要系公司增值税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长期应收款较期初减少 88.55%，主要系应收融资租赁款收回所致； 

4、报告期内，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较期初增加 75.06%，主要系对外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5、报告期内，开发支出较期初增加 76.68%，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研发项目满足

资本化条件所致； 

6、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 59.25%，主要系厂房改造支出增加所致； 

7、报告期内，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 34.83%，主要系公司工程设备款到期支付所致； 

8、报告期内，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69.31%，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 295.92%，主要系公司规模增加，人工费用增加

所致； 

10、报告期内，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 106.85%，主要系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11、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 38.31%，主要系代收代付往来款增加所致； 

12、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39.48%，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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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报告期内，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 49.49%，主要系公司长期项目贷款增加所致； 

14、报告期内，应付债券较期初增加 108.46%，主要系公司投资规模增加，贷款增加所

致； 

15、报告期内，递延收益较期初增加 79.26%，主要系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6、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增加 40.24%，主要系固定资产抵税产生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所致； 

17、报告期内，专项储备较期初增加 43.56%，主要系安全投入增加所致； 

18、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增加 68.12%，主要系收到小股东投入资本金增加所

致； 

19、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同期增加 30.82%，主要系随着销售规模的增加营业成本增加

所致； 

20、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同期增加 53.95%，主要系公司投资规模增加，贷款增加所致； 

21、报告期内，其他收益较同期增加 248.32%，主要系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22、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同期增加 42.86%，主要系确认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23、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较同期减少 50.09%，主要系处置非流动资产收益减少所致； 

24、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同期增加 392.68%，主要系非经营性收入增加所致； 

25、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同期减少 78.40%，主要系处置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减少所

致； 

26、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损益较同期增加 150.51%，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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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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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

买。 

2019 年 07

月 04 日 

公告编号：2019-57 公告名称：《关于 2019 年员

工持股计划完成购买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 2019 年 07
公告编号：2019-58 公告名称：《关于董事长、总

经理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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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月 04 日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拟参与竞拍东方环晟 40%股权，挂牌转

让起始价为人民币 48,019.00 万元。 

2019 年 07

月 18 日 

公告编号：2019-63 公告名称：《关于参与竞拍东

方环晟光伏（江苏）有限公司 40%股权的公告》

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拟将参股公司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3%股权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

牌转让，转让后公司对新疆协鑫持股比例将

由 30%变更为 27%。 

2019 年 07

月 27 日 

公告编号：2019-67 公告名称：《关于挂牌转让新

疆协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股权的公

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调整向中环协鑫增资，其中公司向中环协鑫

增资金额由 80,000 万元调整为 112,000 万

元，苏州协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中环协鑫

增资金额由 80,000 万元调整为 48,000 万

元，其他增资情况及增资总额不变。 

2019 年 07

月 27 日 

公告编号：2019-68 公告名称：《关于调整向内蒙

古中环协鑫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

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收到 SunPower 公司通知，其高效叠瓦

组件技术已正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专利授权通知书。 

2019 年 07

月 31 日 

公告编号：2019-69 公告名称：《关于东方环晟高

效叠瓦组件技术知识产权维护的进展公告》公告

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行公司债券 19 中环 02，发行总额 6 亿元，

票面利率为 5.75%，期限 2 年。 

2019 年 08

月 13 日 

公告名称：《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公告网站名称：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全球首发"夸父"系列 M12， 12 英寸超

大钻石线切割太阳能单晶硅正方片新产品。 

2019 年 08

月 17 日 

公告编号：2019-73 公告名称：《关于新品发布的

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行 2019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总额 6

亿元，发行利率 5.76%，期限 3 年。 

2019 年 08

月 24 日 

公告编号：2019-81 公告名称：《关于 2019 年度

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各股东方拟同比例向中环领先增资 27 亿元，

其中公司增资 8.1 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中

环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增资 8.1 亿元、锡产投

资（香港）有限公司增资 8.1 亿元、浙江晶

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2.7 亿元。 

2019 年 09

月 04 日 

公告编号：2019-83 公告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增

资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收到《关于核准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1569 号）。 

2019 年 09

月 17 日 

公告编号：2019-87 公告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

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控股股东中环集团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

革。 

2019 年 09

月 19 日 

公告编号：2019-88 公告名称：《关于控股股东拟

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网站名

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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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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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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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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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7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7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详情可见 2019 年 7 月 19 日披露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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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Code=002129&announcementId=1206464741&anno

uncementTime=2019-07-19%2015:24） 

2019 年 07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7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8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8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8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8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浩平       

                                                   

 2019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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