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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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庆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萧得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葛宗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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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21,038,109.22 27,353,470,148.53 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558,073,408.40 17,887,640,726.09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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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8,779,854.39 2.71% 17,337,440,640.72 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92,969,114.82 -3.43% 1,702,283,563.31 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70,690,828.27 -0.84% 1,595,671,285.41 1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4,029,925.61 180.36% 2,408,035,089.51 -3.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12.96% 0.74 -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12.96% 0.74 -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8% 减少 3 个百分点 9.38% 减少 2.3 个百分点 

注：受 2018 年 9 月公司 IPO 发行新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增长水平与净利润增长水平相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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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6,3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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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75,830.0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179,3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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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58.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7,750.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354,6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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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6,612,277.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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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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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港实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6.38% 1,534,242,198 1,534,242,198   

集辉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44% 148,954,568 148,954,56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鹏

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5% 123,764,705 123,764,705   

德乐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7% 75,619,803 75,619,803   

悦沣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5% 40,549,195 40,549,195   

兼善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4% 24,031,764 24,031,764   

毅富管理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4% 24,031,764 24,031,764   

春华秋实（天津）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秋实兴本（天津）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23,529,411 23,529,411   

深圳市益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17,084,836 17,084,836   

深圳市信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15,499,968 15,49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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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 14,530,448 人民币普通股 14,53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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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8,731,856 人民币普通股 8,731,856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8,6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83,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074,201 人民币普通股 8,074,20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687,847 人民币普通股 5,687,84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智能生活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95,848 人民币普通股 4,695,84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成长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09,208 人民币普通股 3,709,20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3,546,729 人民币普通股 3,546,729 

UBS   AG 3,498,339 人民币普通股 3,498,339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3,061,481 人民币普通股 3,061,4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1、美港实业有限公司及集辉国际有限公司均为臻鼎科技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TW：4958）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2、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兼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兼善鹏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及兼善投资有限公司均为陈彬与孔茜倩管理的企业；3、德

乐投资有限公司、悦沣有限公司、深圳市益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深圳市信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4、除以

上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根据公开信息查阅，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均为华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2、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及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均属于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3、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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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会计报表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782,452.84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调整所

致。 

预付款项 294,630,248.38 89,259,451.90 230.08% 
主要系产能旺季,预付材料采购款项增加

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0,056,000.00  - 新增 
主要系公司投资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34,778,797.90 387,941,576.09 63.63% 
主要系本年募投项目建设预付工程设备

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72,495,379.71 37,141,008.25 95.19% 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40,000,000.00   -  新增 
主要系公司淮安园区收到政府人才公寓

建设补贴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77,290,580.55 45,335,965.45 70.48% 
主要系公司购买资产导致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1,335,906.67 4,787,453.72 345.66% 主要系境外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会计报表科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净额  -162,320,019.33 89,582,011.41 -281.20% 主要系汇兑收益及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132,990,560.31     29,134,239.62  356.48% 主要系IPO募集资金到账致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98,975,830.02      63,330,839.69  56.28% 主要系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8,022,840.20   90,070,730.19  -68.89% 主要系理财产品投资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收益 
-783,114.08  -1,761,759.24 -55.55% 主要系公司远期外汇合约受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转回     9,223,314.04  - 新增 
主要为实行新金融准则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坏账损失的转回。 

资产处置(损失)/收益  -612,687.42  7,493,719.08  -108.18% 主要系制程优化，处置制程能力不足的设备所致。 

营业外支出   8,696,671.93  23,276,109.18 -62.64% 
主要系上年同期资产报废较高，本年减少资产报

废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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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报表科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44,682,871.99   74,155,812.65  229.96% 主要系利息收入及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647,478,110.10    505,481,383.69 28.09% 主要系公司利润增加缴纳所得税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05,000,000.00   1,604,050,600.00  -56.05% 
主要系公司理财产品及三个月以上定期存

款到期赎回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

现金 
 48,939,953.90   129,673,058.55  -62.26% 主要系公司理财产品投资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26,240,913.88     123,214,506.41  -78.70% 主要系处置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056,000.00  -  新增 
主要系公司投资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3,601,228,431.36  -100.00% 主要系上年IPO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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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鹏鼎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鹏鼎”）增资4,900万美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鹏鼎控股《关

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 

    截至目前，以上增资作业仍在进行中。 

 

2、香港鹏鼎向台湾鹏鼎增资 

    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台湾鹏鼎增资的议案》，同

意由全资子公司香港鹏鼎向鹏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湾鹏鼎”）增资新台币15亿元（约合人民币3.3亿元），具体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鹏鼎控股《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截至目前，以上增资作业仍在进行中。 

 

3、设立日本子公司 

    为配合公司业务拓展所需，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在日本东京都港区成立全资子公司Avary Japan株式会社，注册资本一

亿日元。 

 

4、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为了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宏启胜精密电子（秦皇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

启胜”）增资35,000.00万元以用于募投项目高阶HDI印制电路板扩产项目建设。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鹏鼎控股《关于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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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2019年8月6日，宏启胜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173722.78万人民币变更为208722.78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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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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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承诺履行完毕及新增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德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得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亨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信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益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振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悦沣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8 年 09 月 18 日 12 个月 履行完毕 

其他 

德乐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长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得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亨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信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益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振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悦沣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一、本企业自愿将所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

解除限售日期自 2019 年 9月 18 日延长至

2020 年 2 月 27 日。在此限售期内，本企

业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

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

份。 

二、自 2020 年 2 月 28 日起，本企业每 12

个月转让的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企业持

有的首发前股份的 20%，直至本企业持有

首发前股份全部解除锁定限制。 

2019 年 09 月 03 日 2024 年 02 月 28 日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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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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 0.00 0.00 1,817,255.02 0.00 自有资金 

合计 0.00 0.00 0.00 0.00 0.00 1,817,255.02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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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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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00 47,900 0 

合计 48,200 4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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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1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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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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